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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经验·

澄江学派传人陈应龙先生临床取穴特色
徐伟伟，孟宪军，朱安宁，王昱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厦门 361102）
摘要：澄江学派传人陈应龙先生是闽南近现代著名针灸医家，其在临床上注重穴位的选取与运用，强调经络
是针灸的物质基础，而穴位是治疗疾病和保健的要枢。其临床取穴特色主要表现为：引经据典，精简取穴；注重
经络，循经取穴；辨证施治，审因取穴；调理久病，轮流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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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applying acupoints in clinic of Chengjiang School
descendant CHEN Ying-long
XU Wei-wei, MENG Xian-jun, ZHU An-ning, WANG Yu
(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Medical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

Abstract: CHEN Ying-long, a descendant of the Chengjiang School, is a famous moder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octor in Minnan. He focuses on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emphasizing the meridian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acupuncture, and believes that acupuncture points is the pivot of disease treatment and health ca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upoints mainly include selecting the acupoints according to classical literatures, selecting the acupoints according to the channel,
selecting the acupoints according to the pathogenesis, and selecting acupoints according by 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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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龙先生（1902年-1993年），闽南近现代著
名针灸学家，师从中国近代著名针灸大家、澄江针灸
[1]

滥刺 [5] 。这不仅缓解了患者对针具刺激的焦虑与恐
惧，也是针家辨证思维水平高的体现。

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 。在闽南行医数十载，陈老

如一患者，男，21岁，头痛5年。此头痛是因头部

孜孜不倦，培育了海内外众多针灸学子，为澄江学派

受伤诊断为“脑震荡”而遗留下的。陈老辨证其为瘀

[2]

在闽南及海内外传播与推广做出重大贡献 。他曾

血停留，阻滞脑络，不通则痛，治以通络止痛。穴位

云：
“学医者，德为先，术为后，愿将人病犹己病，救

选取百会、风池、攒竹、丝竹空、合谷、解溪。又如治

[3]144

得他生是我生”

，诚然“大医精诚”也。

疗有31年头痛史的女性患者，陈老辨证为肝肾不足，

在长期临床针灸实践中，陈老认为穴位的选取

肝阳上亢，选用涌泉、百会、阳白、印堂、关元、足三

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其常用穴位也不过百，且常取一

里等。这些穴位均据经典而巧妙运用于临床。如《胜

穴而定乾坤。其在临床取穴的特色方面，主要表现在

玉歌》记载：
“头痛眩晕百会好”“头风 头痛灸风

以下几个方面。

池”；《治病十一症歌》曰：
“攒竹、丝竹空主头痛，偏

引经据典，精简取穴

正皆宜向此针”；《针经摘英》载：
“肩拈前额痛，解

陈老治病遵古而不泥古，注重经典穴位的灵活

溪可推崇”等 [6]29。又如，陈老治疗荨麻疹患者，均使

运用[4]。他谨记先师承淡安先生教诲，治病用穴，在

用直接灸肩髃穴的治疗方法，配以血海、中脘二穴。

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少取，做到精简疏针，避免多针

此为《西子名堂灸经》《针灸真髓》中对肩髃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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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热瘾疹的记载。
《胜玉歌》曰：
“热疮臁内年年发，

“治痿独取阳明”观点，治疗中注重选用阳明经经

血海寻来可治之”。中脘为胃经募穴，人身之气均由胃

穴，并结合循经穴位与它经之腧穴，健患侧同取[6]42。

气所化，二穴相配起到调理气血、补中益气、濡养肌

本病陈老从西医角度上认为是脊髓前角灰白质运动

[7]

肤、扶正祛邪之效 。

神经元细胞受到破坏，所以，导致瘫痪面积较大，如

陈 老传 继 其 师“临床 取穴如用 药，贵 精不贵

果只在患肢上取少数穴位，则只能达到轻微刺激，

[8]

多” 思想。在局部与远端选穴相配的前提下，精简

很难使受损的神经得到恢复。因此，治疗此类疾病

选穴。如治疗癫狂之疾常常独取深刺风府穴三寸。

他习惯在同一条经络或患肢上取多数穴位，同时也

他强调进针时需缓，达此深度，使患者得气如触电，

在健侧选取穴位刺激，使其双管齐下，经络相互贯通

上至巅顶，下达尾椎，且大叫一声方能使狂症顿消。

联接，达到舒经活络、气血通畅之功。临床报道[12] 其

此乃陈老针灸绝技之一也。《素问·疟论》曰：
“邪

采用循经取穴法治疗小儿麻痹症216例，治疗结果显

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夜大会于风府……

示，痊愈患者占37.50%，显著进步者16.07%，进步者

每至于风府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

41.07%，无效者5.36%。总有效率达94.64%。

[9]43

作……其出于风府”

。陈老认为，风府是髓海下

辨证论治，审因取穴

俞，具有醒脑开窍之功。《灵枢·海论》曰：
“脑为髓

其师承淡安先生注重中医基本理论，以理法方

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髓海有余，则

穴为治疗手段。承师在针灸临床医疗过程中强调“取

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

穴要在辨证的基础上选用最佳穴位，采用少而精的

[9]182

。在风府处督脉有分

原则；而施治则又要有的放矢，才能恰到好处”[13]。

支，入系舌本，陈老认为，此处具有管理聋音之机关

陈老秉承先师强调辨证取穴是临床针灸治病的基

及喉舌之机能等作用。风府穴解剖深处为延髓所在

础，取穴前应进行辨证论治，把握病机。

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位，而独取风府可以直达病所，一针见效，可谓险中

陈老善于治疗临床上出现在大暑天却见裹衣

[6]19

束足，恶寒畏冷的恶寒症患者。陈老辨证此为阳虚

又如，陈老选取1 330例临床哮喘患者，在三伏

外寒无火之象，治疗以温经回阳，独灸大椎一穴。

天选用天灸贴敷肺俞、心俞、哮喘3个穴位，留药时间

其认为大椎为督脉之穴，诸阳之会，而督脉为诸阳

少则2h，多则24h。每个疗程3年。治疗结果显示，临

之海。《素问·生气通天论》曰：
“阳者，卫 外而为

床绝大部分患者随着年限的增加，症状日益改善，贴

固也”[9] 。艾火之温可散寒，艾柱之力可以补阳。故

药对各型均可取效，有效率达80%以上[10]。

灸大椎穴可以起到温经通阳、振奋阳气、卫表固密

求胜

。

之功。

注重经络，循经取穴
承师注重经络不仅是营卫气血循行之路，也是
[11]

陈老在妇科方面也是辨证独到，用穴精准。如治

连接脏腑与各组织、器官的桥梁 。陈老在承师的基

疗崩漏，常规多采取固涩止血之药品及平肝止血之

础上，加以运用，认为经络是针灸的物质基础，强调

穴，或灸隐白止崩漏，陈老则取足三里进行直接灸

[4]

离经不离穴，在治疗慢性疾病时注重循经取穴 。
《灵枢·根结篇》曰：
“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
[9]146

治，每次左右各灸3壮，连灸数月[6]41。如治疗一女性
患者，43岁，近数年来月经先后不定期，经量甚多如

，故陈老治

崩如漏。每逢月经来潮前6、7d伴有寒热往来，呕吐

疗此病在取穴上重视在阳明经脉上循经取穴，并且

纳呆，甚则头晕汗出，面色苍白。陈老辨证其为脾气

把循经取穴与辨证取穴相结合，以循经取穴为主，

虚弱，统摄无权，冲任不固而致崩漏。治疗取足三里

同时还着重选取任、督二脉及肝、肾、膀胱经脉，以

一穴。足三里是足阳明经合穴，乃多气多血之穴，通

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6]5

。如治疗一男性重

过灸之可起到补中益气，气固则血循经也。他推崇先

症肌无力患者，辨证为命门火衰，脾阳不振，胃气不

贤“补血应先补气，补气应先补火”之说。通过对足

实，阳明湿邪阻滞经脉，肌肉失其温煦而无力。取

三里连续施灸，最终达到使已去之血可以速生，而将

穴以阳明经循经为主，分3组，针与灸并用，针治15次

脱之血可以固摄的目的[6]40。又如治一滑胎患者，陈老

而愈。

认为其属冲任损伤，肾气不固。选子宫、府舍二穴直

调动元气，振奋脾阳，健脾除湿

又如临床小儿痿证发病者颇多。陈老借鉴古人

接灸，共奏益气养血、调冲任、暖子宫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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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注重结合灸法以培补正气，扶正祛邪。可谓辨证精

调理慢病，轮流取穴
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承淡安先生多采用轮流

准，选穴得当，用穴匠心独具。作为澄江针灸学派嫡

[14]

组穴针治，以防止穴位疲劳 。在承师的基础上，陈

传弟子之一，他不仅继承承师的宝贵经验，也不断为

老临床上也多采用多组穴位轮流刺激以避免穴位疲

推进澄江针灸学派在闽南地区和东南亚海外的发展

劳，且在针治过程中，十分注重审视病情变化，进行

做出重要贡献，值得后人学习借鉴[16]。

辨证加减，强调随证加减。
陈老在临床上治疗消渴病，采用分组配穴轮流
治疗以克服针灸物理刺激的疲劳。如对于中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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