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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陈德骥中医副主任医师是成都市名中医,师承已故名

验基础上,依据《金匮要略》乌头煎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医陈才光,从事临床医疗 40 余年,对风湿性关节病、胃肠病及

三生饮化裁而成。方中川乌、草乌辛热,祛风湿散寒,是治寒湿

呼吸系统疾病、妇科杂病均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综合历

痹证、阴疽之良药；红花辛温,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细辛、

代医家认识,形成自己的治疗特色。笔者随师学习,受益匪浅,

白芷辛温解表、散寒除湿止痛。全方具有温经散寒、活血逐瘀、

现将其治疗痹证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祛湿止痛之功,再加血肉有情之品黄牛肉以补养气血,则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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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消、瘀去,经络通则痛止,气血旺,筋骨健,则病自愈。

对痹证病因病机的认识
陈师认为,痹证是由于正气不足,感受风寒、湿、热等邪气,

此外,对部分顽痹,无胃肠肝肾疾病者,可与药酒泡服,以

闭阻经络,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

独活、杜仲、桑寄生、秦艽、防风、狗脊、沙参、海马、骨碎

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

补、乌梢蛇、红花、白花蛇、熊骨、猴骨、桂枝、威灵仙、薏

形等症状的一种疾病,轻者病在四肢关节肌肉,重者可内舍于

苡仁、三七、牛膝泡酒服,每晚服 25 g。

脏。临床上,素体虚弱,正气不足,腠理不密,卫外不固,是引起

3

典型病例

痹证的内在因素。《灵枢·五变》篇说：“粗理而肉不坚者,善

案例 1：患者,女,41 岁,2008 年 9 月 3 日初诊。1 个多月

病痹。”本病临证主要可分风寒湿痹及风湿热痹 2 型。由于四

前,患者于劳累后出现腰背疼痛,逐渐加重,牵扯左下肢疼痛,

川地处盆地,居处潮湿,相对而言,风寒湿邪较盛,每因素体不

行走翻身不利,经中西药治疗无效,且伴胃脘胀满。诊见：扶入

健,营卫不调,复加寒湿之邪趁虚而入,或痰湿凝滞,痹阻经脉,

诊室,屈曲强迫体位,脊柱腰 4、5 椎旁压痛,叩击痛,直腿抬高

经络失畅,肌肉关节失养而发本病。故临床所见风寒湿痹为多。

试验阳性,舌黯,苔白微腻,脉弦细。外院腰椎核磁共振示：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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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诊断：痹证,证属风寒湿邪痹阻腰

自创验方,随症加减
陈师根据患者体质及病情,自拟舒筋五积散为基本方加减

府。治以祛风散寒除湿、通络止痛。方选舒筋五积散加减：当

治疗痹证。舒筋五积散组成：全当归 15 g,川芎 10 g,赤芍 15 g,

归 15 g,川芎 10 g,羌活 15 g,赤芍 15 g,独活 15 g,苍术 15 g,

羌活 15 g,独活 15 g,苍术 15 g,桂枝 15 g,麻黄绒 10 g,细辛

桂枝 15 g,麻黄绒 10 g,细辛 3 g,萆薢 30 g,狗脊 30 g,松节

3 g。主治肢体关节疼痛,关节屈伸不利,无红肿灼热、或恶风

15 g,杜仲 30 g,续断 15 g,甘草 3 g,牛膝 15 g。3 剂,水煎服,2

或遇寒痛剧、或有肿胀等症,苔薄白,脉浮或脉紧。

日 1 剂,饭后服；另以雷尼替丁胶囊、马来酸曲美布丁片,饭前

方取羌活、麻黄绒、桂枝、细辛祛风解表、散寒止痛；独
活、苍术祛风湿、通经络、止痹痛；当归、川芎、赤芍补血活
血、舒筋活络,以增强止痛之力。全方共奏祛风除湿、散寒通
络、活血止痛之力。临床上根据疼痛部位、症状轻重等特点随

口服；奥沙普秦片午餐后半小时服,每日 1 次。
2008 年 9 月 10 日二诊：患者症状好转,能自行翻身,扶杖
行走,停奥沙普秦片,余同上述治疗方案,中药继服 3 剂。
2008 年 9 月 17 日三诊：患者症状大减,偶有下肢牵扯痛、

症加减。如腰痛甚者,加杜仲、萆薢、狗脊、续断；上肢痛加

但能忍受,无胃胀胃痛。予以上方加减继服 10 剂后,临床症状

钩藤、桑枝、防风、秦艽；下肢痛甚者,加秦艽、木瓜、防己、

消失,停药。

牛膝；肿胀者,加萆薢、防己、薏苡仁；麻木甚加豨莶草、威

案例 2：患者,女,38 岁,农民,1975 年 2 月 15 日初诊。自

灵仙；冷痛顽痹加制草乌、川乌、没药、姜黄；指趾关节疼痛

诉 1974 年春产期居住新房四面透风,当年冬季出现四肢关节

者,加寻骨风、松节；气血虚者,加黄芪、党参。

疼痛如针刺,皮色不红不热,经当地医院治疗半月,罔效。1975

另外,痹证日久,肝肾亏虚,则选独活寄生汤加减益气活

年初病情加重,卧床不起,食宿不能自理,遂到某省级医院就诊,

血、温阳散寒。陈师自拟五生饮：生川乌、生草乌、生白芷、

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 40 余日,病情好转,出院后,

生细辛、生红花各 15 g,炖黄牛肉适量,需炖足 8 h 以上,食无

停激素,病状如故。刻诊：面色萎黄无华,大肉消瘦,食欲不振,

麻味为度。若湿重者加薏苡仁；血虚者加当归；气虚者加黄芪；

四肢关节重着冷痛,以小关节为甚,指、膝关节肿大,皮色不红

寒重加干姜。若为跌打损伤痼疾,以上药粗末泡酒外擦患处。

不热,得热觉舒,遇冷痛甚,舌淡,苔白腻,脉沉紧。考虑为产后

适宜于寒湿顽痹、阴疽,以及跌打损伤,关节疼痛较剧或酸痛,

气血虚弱,寒湿趁虚而入,阻滞经络而致寒湿痹证。故治予温经

痛处不移,肤色不红不热,得热则减,遇寒加重,关节屈伸不利,

散寒、活血逐瘀、祛湿止痛。投以五生饮炖服,每 2 日 1 剂。

舌淡苔白腻,脉沉紧之证。本方是陈师在陈才光 50 余年临床经

1975 年 2 月 27 日二诊：
服上方 5 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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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碱,能有效缓解痛风发作,共为臣药。威灵仙、秦艽祛风除

合成,使细胞内蛋白含量明显降低,延缓慢性肾病的进展 。

湿、通经活络,皆有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结石溶解的作用,为佐

配伍白术、泽泻利水渗湿；当归、川芎、丹参养血活血；车

药。大黄为使,通腑泄热,增强排泄作用,使毒可从大便而出。

前草、连翘清湿热解毒；厚朴助大黄行气通腑；甘草解毒,

仲景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故李教授常加温散之桂

调和诸药。

枝、细辛,一则温通经脉,二则温散阴邪。对于久病入络,关节

另外,李教授根据造成 CRF 病因和原发病的不同,对上方

变形,疼痛难耐者,常加土鳖虫、全蝎等搜邪祛风、通经活络、

进行临证加减。肾小球肾炎所致者,加萹蓄、瞿麦、山药、黄

祛瘀定痛。“湿为水之渐”。且人身之中,主水在肾,制水在脾,

芪等；糖尿病所致者,加苍术、天花粉、葛根、茯苓、黄精等；

脾虚则生湿,肾虚则水泛,而湿毒内盛是痛风的主要病机。因此,

狼疮性肾病所致者,加生地黄、熟地黄、青蒿、白花蛇舌草、

李教授常酌加健脾补肾之白术、党参、淫羊藿、杜仲等促使气

益母草等；因久病入络,肾病后期瘀阻之象较重,故常酌加水

血恢复,筋骨坚强,以达到预防疾病的复发、减少发作、控制病

蛭、土鳖虫等入络破血逐瘀之品。又因高血压能加速肾小球损

情之目的。

害,从而引起肾病,其他原因的肾病亦可造成高血压,二者互为

总之,李教授擅长从湿毒入手,在疾病中辨析湿毒病机,判

因果。故必须有效加以控制,且应避免使用损肾药物。用药可

断湿毒轻重,确定湿毒所在经络脏腑,从不同角度、应用不同药

选天麻、钩藤、杜仲、牛膝、山茱萸、枸杞子、黄连、菊花、

物治疗湿毒所致的多种内科杂病。

僵蚕、茯苓、生地黄、牡蛎、益母草、泽兰等滋阴潜阳、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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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湿化浊,二药均有增加尿酸有效排泄的作用,且山慈菇含秋

(上接第 91 页)

关节冷痛好转,食欲增强,惟感心悸,余无改

上方,7 日 1 剂,并以十全大补丸及活络酒以善其后。追访至今

变。此为辛热药物猛烈,气血虚所致,故原方加当归 30 g、黄芪

未复发,能如常人参加劳动。气候变化时微有痛感,但能自愈。

60 g、薏苡仁 30 g,黄牛肉加至 700 g,继服 10 剂,服法改为 3

4

结语

日 1 剂,炖服。

临床运用上述方剂时,务必根据患者的病机、体质、发病

1975 年 3 月 28 日三诊：患者面色红润,食如常人,关节肿

部位等不同情况,按照“治病求本”和“异病同治”的原则,

大疼痛显著减轻,四肢觉温,能恃物行走,但感四肢酸软无力,

一方多用,在不失原有方意的前提下灵活加减,则效果颇佳；

阵发性麻木,继守二诊方再服 10 剂。

同时,用药务必严谨,内服、外用不可混淆,以免造成乌头碱中

1975 年 5 月 3 日四诊：关节疼痛时作时止,随气候季节变
换疼痛加剧,指掌关节长大,微有变形,能干轻体力劳动。继服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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