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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晶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医科,河北 石家庄 050011)
关键词：甘露消毒丹；宫颈癌；术后发热；湿热蕴结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1.01.049
中图分类号：R273.7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5304(2011)01-0096-02

宫颈癌术后常可见到高热缠绵不退、临床却无明显感染灶

湿又可解毒。四者相伍,共奏清热利湿解毒之功,均重用为君。

的患者,西医一般采取多种抗生素联合治疗,但收效不佳。笔者

湿浊阻滞,影响脾胃之运化,使枢机不利,再用石菖蒲、藿香、

临证每予清热利湿之甘露消毒丹化裁,往往立竿见影,疗效显

豆蔻等芳香之品,以辟秽化浊、疏通气机,共为臣药。咽颐肿痛,

著。宫颈癌术后发热是否归属于中医“湿热证”范畴？如何选

实为火热之毒上攻所致,复以射干、贝母等清热解毒之品,解毒

用甘露消毒丹化裁治疗？现根据宫颈癌术后发热的特点,结合

消肿；薄荷、连翘轻清宣透,透邪于外,共为佐使药。可见,本

临床典型病例阐述如下。

方集清热利湿、芳香化浊、解毒利咽、清解宣透于一身,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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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热邪从微汗而解,在中之湿热之邪随芳香之品而化,在下

理论探讨
中医古籍中虽无“宫颈癌”这一病名,但类似宫颈癌的论

述散见于“带下”、“崩漏”等门。仲景在《金匮要略·妇人杂

之湿热之邪由小便而尽。总之,甘露消毒丹给湿热之邪三条出
路,实为治疗湿热并重之良方。

病脉证并治》描述：“妇人之病,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

再看宫颈癌术后发热患者,可见发热倦怠、胸闷腹胀、肢

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癫,

酸纳呆、小便短赤等湿热交蒸之象,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之力

此皆带下。”与宫颈癌临床表现的下腹隐痛、白带量多、气味

效宏力专,用之甚为合拍。尽管宫颈癌术后发热患者很少见到

臭秽、月经淋漓不净、腰膝酸软等相似。带下病离不开湿热,

咽颐肿痛之火热之毒上攻之象,但可伴有小腹胀满刺痛、下肢

《济阴纲目》赤白带下门论述：“赤者热入小肠,白者热入大肠,

肿胀等症(此类患者 B 超多见淋巴囊肿、巨大包裹性积液),且

原其本,皆湿热结于脉,故津液涌溢,是谓赤白带下。
”《傅青主

患者术后又发热多日,多见体虚,故可化裁甘露消毒丹使用。若

女科• 带下篇》曰：“夫带下俱是湿证。妇人忧思伤脾,又加郁

不见火热之毒上攻咽喉者,去射干、贝母；手术过程必伤及脉

怒伤肝,于是肝经之郁火内炽,下克脾土,脾土不能运化,致湿

络,若离经之血不及时消散,常易形成瘀血与湿热互结下焦,而

热之气蕴于带脉之间。
”结合宫颈癌患者临床表现多可见到赤

甘露消毒丹不具化瘀之药,故加泽兰、益母草,一则活血化瘀,

白带下、气味臭秽、少腹胀满、隐隐而痛、脘闷胁胀、小便短

二则通利水湿。《本草逢原》记载：“泽兰,专治产后血败,腹中

赤、舌红、苔黄腻,可以认为,宫颈癌的病机离不开“湿热蕴结”。

拘挛疼痛,破宿血,消癥瘕,除水肿,身面四肢浮肿,为女科、产

宫颈癌术后患者,虽切除了癌灶,但未能完全清除体内蕴结之

科之要药。”《本草汇言》云：
“益母草,行血养血,行血而不伤

湿热,加上手术过程对下焦的干扰,往往影响到肾与膀胱之气

新血,养血而不滞瘀血,诚为血家之圣药。”《本草正》曰：
“益

化功能,使水液代谢障碍,水湿阻滞,郁而化热。故术后临床常

母草可退浮肿、下水气、通利小便,皆以其能利也。”化瘀利水,

见发热缠绵难愈,其身热不扬、蒸蒸而热,稍有恶寒,汗出,口渴

一举两得。另外,木通苦寒败胃,于术后体虚胃弱不宜。《本草

而不欲饮水,脘闷腹胀,口苦黏腻,纳食不馨,小便短赤,大便不

新编》云：“木通,不可多用,多用则泄人元气,其苦寒损胃,胃

爽,舌苔黄腻,脉滑数。观其脉证,乃一派湿热交蒸、充斥气分

气既伤,元气必耗。”故用通草易之,通草甘淡,泻肺利小便,性

之象,用清热利湿并重的甘露消毒丹甚为合拍。西医检查此类

平淡味,既可利湿,又于脾胃无伤。《本草正义》云：“通草能通

患者,并未发现明确的感染灶(如切口感染、盆腔感染),有的仅

行经络,清热利水,性与木通相似,但无其苦,则泄降之力缓而

B 超提示盆腔积液(此正是湿邪蕴结的客观证据)。经过多种抗

无峻厉之弊,虽能通利,不甚伤阴。”甘露消毒丹丸剂力缓,临床

生素治疗,其发热仍缠绵难退,若明其发热与湿热相关,以清利

发热之势急迫,故通常改为汤剂应用。经此化裁应用于宫颈癌

湿热为法,定能收效卓著。

术后发热患者,既可收清热利湿之功,又无苦寒败胃之弊,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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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下焦瘀滞。

甘露消毒丹方解及化裁
甘露消毒丹由清代叶天士所创,常用于治疗湿温病湿热并

重,酿成热毒,充斥气分之证。其所治主症为“发热倦怠、胸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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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案例 1：患者,女,48 岁,农民,2009 年 3 月 20 日就诊。患

腹胀、肢酸咽肿、身目发黄、颐肿口渴、小便短赤、吐泻疟痢、

者曾在本院诊断为宫颈癌,2009 年 3 月 8 日行子宫、附件盆腔

淋浊疮疡,并治水土不服诸病”。方中滑石、茵陈、木通、黄芩

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宫颈腺棘细胞癌,左盆腔淋巴结

四者同具有清热祛湿之功。其中滑石淡渗利湿、茵陈苦辛利湿,

0/5,右盆腔淋巴结 0/4,病理分期 Ib 期。
术后常规抗感染治疗,

滑石兼能通利小便,茵陈兼能疏肝利胆,二药协同清热利湿之

术后切口愈合良好。7 d 出现高热,体温 39～40 ℃,查体未见

效卓著；木通苦凉泻火利小便,兼通利血脉；黄芩苦寒,既可燥

明显感染灶。B 超示：盆腔少量积液。给予第三代头孢联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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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央、调升降”疗痹机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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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顾润燥,纳化常”是国

入胃,腐熟水谷,输精于脾,脾气散精,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脾

医大师路志正教授总结多年临证经验得出的重要学术思想。在

气将气血运输至五脏、四肢、九窍、关节、肌肉、筋骨、关节

这一思想指导下,许多临床病证得到有效治疗。在临床过程中,

等发挥濡养、温煦作用。欲使全身之气生生不息,须持中央。

我们运用路老这一学术思想指导实践,治疗痹病及其他疑难杂

《灵枢·五味》云：
“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

症取得很好的疗效。也正是经过了临床实践后,我们对这一学

以溉五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

术思想的理解和体会更加深刻。

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

气机在人体中运动有升、降、出、入形式,气在机体中无

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肺

处不在,并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气的生成在于肺、脾、肾三脏,

主气,司呼吸,吐故纳新,摄入自然界清气与水谷化生之气组成

肺、肝、胃与气机的调节有密切关系。痹证实由人体营卫失调,

宗气,宗气积于胸中,上贯心脉,由上焦心肺布散周身。肾寄元

感受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病；或日久正气虚衰,内生痰浊、瘀血、

阴元阳,元气藏于肾,肾为气之根,维持呼吸的深度,肾藏精,精

毒热,正邪相搏,使经络、肌肤、血脉、关节、筋骨甚至脏腑的

能化生气血。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生后天之气,肾为先天之本,

气血痹阻,失于濡养,表现为肢体、关节、肌肤疼痛、肿胀、酸

肾藏先天之精气,天气通于肺,从口鼻而入,肺纳清吐浊,先天

楚、麻木、重着、变形、僵直及活动受限等症状,甚至累及脏

以养后天,后天以充先天。《灵枢• 本神》云：
“天之在我者德

腑。痹证病机关键在于气血痹阻不通,百病先生于气,因此,调

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气足无顽麻,气源源

节气机对防治痹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五脏与气的生成密切相

不断地在机体内生成并畅达全身,才能促进脏腑发挥正常的功

关,气机运动失常主要在于升、降、出、入运动的失常,故而我

能,固护肌表,抵御外邪,气化水液,温通经络以防治痹证。

们着重探讨“持中央、调升降”在痹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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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生以多,中央为主
中央脾胃为营卫气血生化之源,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水谷

升降出入,土为中枢
气机的上升主要与肝、胆、脾、肺有关。肝属木,木曰曲

直,其性主升主动,为阴中之阳,全身气机的条达在于肝脏的疏
泄作用,条达之性被抑,气机郁滞。胆属少阳,少阳主春升之气,

通讯作者：路洁,Tel：010-88001132

少阳春升之气被郁,势必会引起气机的抑郁或横逆为乱。脾主

氧氟沙星连续输注 4 d,体温不降。刻下：患者午后高热,身热

重,恶心吐涎,口淡黏腻,腹胀纳呆,下肢困重,右肢肿胀,按之

不扬,无恶寒,胸闷脘痞,口苦黏腻,纳呆神疲,肢体困重,小便

无凹陷,小便短赤,大便不爽,舌苔厚腻微黄,脉濡数。方用甘露

短赤,大便溏而不爽,舌苔黄腻,脉滑数。方用甘露消毒丹化裁：

消毒丹化裁,虑其淋巴清扫术后回流受阻所致右下肢肿胀,适当

滑石 20 g,茵陈 20 g,通草 8 g,黄芩 10 g,石菖蒲 10 g,藿香

加活血药物。拟：滑石 20 g,茵陈 15 g,通草 8 g,黄芩 10 g,

10 g,豆蔻 6 g,薄荷 6 g,连翘 10 g,白茅根 15 g,泽兰 12 g,

石菖蒲 10 g,藿香 12 g,紫苏梗 10 g,豆蔻 12 g,连翘 10 g,地

益母草 10 g。每日 1 剂,水煎服。患者服 2 剂后热退,6 剂药后,

龙 10 g,泽兰 12 g,益母草 10 g,香附 12 g。每日 1 剂。患者服

诸症悉除。其腻苔退净,舌苔薄白,嘱其清淡饮食,忌食肥腻呆

药 3 剂后发热渐退。6 剂药后体温正常,纳食转佳,腻苔消退,唯

补之物,2 d 后出院。

右下肢肿胀未完全消除,改用身痛逐瘀汤,重点改善淋巴回流。

案例 2：患者,女,55 岁,退休工人,2009 年 7 月 2 日就诊。
2009 年 6 月 22 日在本院行子宫、附件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

4

结语
根据临床表现,结合宫颈癌的中医病机,笔者认为,宫颈癌

后病理示：宫颈鳞状细胞癌,左盆腔淋巴结 1/7,右盆腔淋巴结

术后发热多属“湿热证”范畴,应用甘露消毒丹化裁,屡效屡验。

0/6,病理分期Ⅱ期。术后 3 d,体温升高,波动在 38～39.3 ℃

诚然,湿热证型并未囊括所有宫颈癌术后的发热,临床辨证宜

之间。查 B 超示：巨大包裹性积液。考虑淋巴囊肿,给予头孢、

灵活多变,有是证用是方,切不可不加辨证,一方统治一病。

喹诺酮、甲硝唑等治疗,但发热不退。刻下：患者身热,午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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