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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赵凤林是陕西省名中医,出身于中医世家,为赵氏医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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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第五代传人,从医 40 余载,学验俱丰,造诣精深,对痹证的诊治

案例 1：患者,女,42 岁,2008 年 6 月 13 日初诊。患者半

强调标本兼治、病证结合的思路,临床上取得较好的疗效。笔者

年前经期受凉后,即感右半身疼痛难忍,下肢不能挪动,发冷寒

有幸师承家父,现就其治疗痹证的经验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颤,虽炎热之夏,却需衣被,全身自觉有紧张麻木之感,伴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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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昏闷,纳差。查：右半肢体发凉无汗,关节痛处无明显红肿,

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痹者,闭也。是指气血为病邪所阻闭引起的疾病。《素问•

舌淡,苔白腻,脉沉细。四诊合参,诊以痹证之“着痹”,乃患者

痹论篇》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的论述,《古今医鉴》

适逢经期,血海空虚,寒湿之邪乘虚侵袭所致,寒邪不显,湿邪

云：“夫痹者,手足痛而不仁也。盖由元精内虚,而为风、寒、

尤甚。治拟益气固表、散寒除湿,方用黄芪桂枝逐痹汤加味。

湿三气所袭,不能随时祛散,流注经络,入而为痹。”说明痹证为

处方：黄芪 15 g,桂枝 10 g,白芍 12 g,炮附子 10 g,薏苡仁

正气不足,卫外不固,风、寒、湿邪流注经络关节,气血运行不

15 g,苍术 12 g,木瓜 12 g,防风 10 g,葛根 10 g,羌活 10 g,

畅,而致筋骨、肌肉关节等处疼痛、酸楚、重着、麻木以及关

威灵仙 12 g,细辛 3 g,防己 15 g,秦艽 12 g,海桐皮 15 g,淫

节肿大、屈伸不利的一类病证。

羊藿 15 g,生姜 3 片,大枣 5 枚,甘草 3 g。每日 1 剂,水煎服,

家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家传及自己多年临床
实践,认为正气不足不仅是痹证发生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整个

并嘱其温床卧之。
2008 年 6 月 16 日二诊：服药 3 剂后全身舒适,发冷寒颤

病程中,对病情的演变和转归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治疗

随汗而解,食纳增加,疼痛减轻大半。继以上方去附子、葛根、

中以扶正为主,处处顾护正气,并贯穿治疗的始终,将扶助正

羌活、防风,再进 3 剂。

气、祛风散寒除湿作为治本之法,临床上又因机体强弱及感邪

2008 年 6 月 19 日三诊：患者述其疼痛消失,唯夜间 12 点

轻重不同,治疗上有所偏重。家父继承家学,结合自己临证经验,

左右肢体略有麻木不适之感,故以上方加丹参 15 g、川芎 10 g、

变《金匮要略》中主治血痹之黄芪桂枝五物汤为黄芪桂枝逐痹

当归 15 g,继进 6 剂而愈。

汤,随证加减治疗各类痹证,均获良效。
2

药物组成

案例 2：患者,男,14 岁,2003 年 10 月 3 日初诊。患者因
左膝关节及踝关节红肿热痛,行走困难 2 月余就诊。患者曾在

黄芪桂枝逐痹汤组成：黄芪 15 g,桂枝 10 g,白芍 12 g,威

外院以“风湿性关节炎”治疗,口服西药(用药不详),中药以独

灵仙 12 g,细辛 3 g,防己 15 g,秦艽 12 g,海桐皮 15 g,淫羊藿

活寄生汤加减治疗,效果不显。查：左膝关节及踝关节明显红

15 g,生姜 3 片,大枣 5 枚,甘草 3 g。全方以黄芪益气固表、祛

肿,痛处灼热,口渴烦闷,舌红,苔薄黄,脉滑数。诊为痹证之“热

诸经之痛；桂枝温经通阳、散寒止痛；白芍养血和营、缓急止

痹”,此乃邪从热化,瘀热互结为患,治拟清热解毒、通络止痛。

痛；秦艽、防己、威灵仙祛风湿、通经络、止痹痛；海桐皮祛

故以黄芪桂枝逐痹汤加清热解毒之石膏 60 g、知母 12 g、黄

风湿、通经络；细辛祛风散寒止痛；淫羊藿温肾阳、壮筋骨、

柏 10 g,及通络活血之牛膝 10 g、忍冬藤 30 g、丹参 30 g。

祛风除湿；甘草配白芍酸甘化阴,共奏敛阴养血、缓急止痛之效

每日 1 剂,水煎服。3 剂后疼痛减退,守方加减 20 余剂后,其症

用。全方益气固表、散寒除湿、通络止痛,为治疗痹证之通剂。

消失。

随证加减：痛痹者加炮附子 10～15 g、片姜黄 10 g,以散

案例 3：患者,男,50 岁,2002 年 9 月 14 日初诊。患者 1

寒止痛,痛甚者去附子加制川乌 10～15 g；行痹者加羌活 10 g、

年前在工地劳动 3 个月后,全身关节疼痛,尤以四肢关节痛甚,

防风 10 g、桑枝 15 g,以祛风利湿；着痹者加薏苡仁 15～20 g、

在外院治疗未见好转。近月来症状加重,疼痛游走不定,项强不

苍术 10 g、木瓜 10 g；热痹者加石膏 10～15 g、知母 10 g、

适,体痛不能久立,行动困难,由家属搀扶就诊。刻下：双上肢、

连翘 10 g、忍冬藤 30 g、黄柏 6 g,以清热利湿；血痹者加当

腰背、腕关节及下肢疼痛明显,不恶寒,微汗,纳差,大便每日 1

归 10 g、川芎 6 g、鸡血藤 15 g,以养血补血。另外,若上肢

次,小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脉浮缓。察患者因长期负重劳累,

肿痛者加羌活 10 g、桑枝 15 g；下肢肿痛者加牛膝 10 g；腰

衣着不慎,汗出当风,风邪乘虚而入,诊为痹证之“行痹”,治拟

背痛者加葛根 10 g、桑寄生 15 g、杜仲 10 g；瘀血阻滞者加

祛风扶正、活血通络。遂以黄芪桂枝逐痹汤加防风 10 g、羌

丹参 15 g、桃仁 10 g、红花 10 g、地鳖虫 10 g；关节疼痛不

活 10 g、葛根 10 g、桑枝 10 g、当归 12 g、川芎 10 g。每

止者加制川乌 15 g。

日 1 剂,水煎服,5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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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胶囊、注射用血栓通,共 8 种药品,销售金额占全部零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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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排序与用药频度排序比值与日用药金额分析

中成药销售的 31.73%,占近 1/3 的销售比例。另一类是解表、

从表 5 中可看出,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销售的零差率药品

清热、止咳类药物,有 5 个品种分别为双黄连软胶囊、感冒清

在金额排序前 20 种中占 14 种,而非零差率药品占 6 种,且每日

热颗粒、复方鲜竹沥液、清热解毒口服液、银黄颗粒占全部

用药金额在 10 元以下的品种有 16 种。

零差率中成药销售的 12.63%。再者,具有活血通络、补肾壮

从表 6 中可看出,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销售的零差率药品

骨功效,用于治疗腰腿疼痛的药物,如仙灵骨葆胶囊、活血止

在 DDDs 排序前 20 种中占 19 种,而非零差率药品占 1 种,且每日

痛膏、狗皮膏、消痛贴膏、骨通贴膏有 5 个品种,占销售金额

用药金额全部在 10 元以下,其中大部分品种的金额排序与 DDDs

的 11.75%。

排序的比值大于 1,表明用药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零差率中成药的

牛黄清心丸(益气养元,镇静安神,化痰熄风)和六味地黄

使用率较高。从而说明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管理严格,无论

丸(滋阴补肾),这两种中成药一泻一补,可用于多种疾病,临床

从用药金额上、还是用药频度上,都严格执行“社区卫生服务机

应用范围较广,分别占销售金额的 3.21%和 1.55%。

构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合理、经济、有效地销售中成药,

从表 3 中可看出,在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销售的非零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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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中成药前 20 种中属于祛瘀剂且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有 7

随着医改的进一步深入,零差率销售政策的执行,社区医

种,分别为舒血宁注射液、消栓再造丸、冠心丹参滴丸、培元

院周边的中老年人会越来越多地进入社区进行诊疗,从而使

通脑胶囊、复方地龙胶囊、山海丹、银盏心脉滴丸。占到非零

零差率药品在社区销售中会进一步加大比例。从本社区中心

差率中成药销售的 42.78%,占中心所有中成药销售的 11.02%。

的中成药构成中可发现,一些祛瘀类、清热类的非零差率药品

在表 3 中,金天格胶囊属于扶正祛湿剂,具有健骨作用,用

在销售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就需要在今后的招标采购中适

于腰背疼痛、腰膝酸软,说明中成药在强筋健骨方面有很大的

当扩大比例,把此类非零差率药品也纳入零差率品种目录,以

销售空间。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作用的药物如肿节风片和

便更好让利于患者,使老百姓更加享受到新医改带来的实惠

西黄丸在社区中也有一定的使用人群。

与便利。

从表 1 和表 3 中可看出,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理、经济
地按照“零差率销售政策”销售药品,排在前几位的药品中具
有祛瘀功效药品占大多数,占全部中成药销售额的 34.52%,其
次为清热、解表药物和治疗腰腿痛药物,占到全部中成药销售
额的 23.19%,从而说明在社区医院药品销售中具有祛瘀、清热、
解表、活血通络、健骨类药物占有绝大多数比例,这与社区医院
处于居民集聚区、参保的人员以老年人居多,而社区老年人多患
[5]

有心血管疾病 、腰腿痛等疾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2

销售用药频度排序分析
从表 2 中可看出,有 15 种零差率中成药在金额排序中出现,

从表 4 中可看出,有 15 种非零差率中成药在金额排序中出现,
只是排列顺序有所调整,说明本中心使用的药物同步性较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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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临床和患者的双重认可,既有了经济效益又有了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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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所在。临床遇到痹证患者,应先审其虚实,辨明寒热,察邪

2002 年 9 月 20 日二诊：患者述疼痛不显,项强消失,继以

之轻重、病位上下以及其他兼证进行辨证施治。如风气胜者,

上方加减共服 20 余剂,诸症悉愈。守方调理半年余,患者疼痛

重在祛风；寒气胜者,重在散寒；湿气胜者,重在祛湿；气血不

消失,无恶寒怕冷,活动正常。

足者,重在调气养血；热胜者,重在清热通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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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讨论

4.1

谨守病机,发展古方

守法守方,坚持治疗
痹生于虚,由风、寒、湿三气结聚而成,因其寒性易凝,

家父强调痹证治疗应以扶正祛邪为治则,以温阳行痹为治

湿性重浊黏滞,所致之病,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不易速去,

法,以《金匮要略》主治血痹之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治疗各种

虽用药对证,但若仅服数剂尚难见效,故对此类疾病,除医

痹证,临床疗效满意。方取黄芪益气扶正、固腠理；桂枝通阳

者详细辨证、审证用药外,应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对服药

散寒；白芍调和营卫。全方始终以此 3 味为主药,从而使黄芪

后效果不显或无效的患者,医者应详细分析临床见症,审证

桂枝五物汤的应用更加广泛。

求因,不能操之过急,随便更换方药。守法守方,坚持治疗,

4.2

方能见效。

辨证准确,治法灵活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一大法宝,也是痹证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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