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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心得·

学习周仲瑛教授应用白薇煎治痹经验之体会
1

高红勤 ,指导：周仲瑛

2

(1.太仓市中医医院,江苏 太仓 215400；2.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关键词：名医经验；周仲瑛；白薇煎；痹证；治疗应用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1.09.041
中图分类号：R25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1)09-0085-02

白薇煎出自《春脚集》,由东白薇 2 钱、泽兰叶 3 钱、穿

通络、宁心安神。方以四物汤合甘麦大枣汤、百合知母汤出入：

山甲片 1 钱(炒黄,研)组成。具通行血络、祛瘀透邪之功,主治

生地黄 10 g,当归 10 g,赤芍 10 g,白芍 30 g,鸡血藤 15 g,

箭风痛,或头项、肩背、手足、腰、筋骨疼痛,遍身不遂。吾

杜仲 10 g,牛膝 10 g,炒续断 10 g,豨莶草 15 g,补骨脂 10 g,

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常以此治疗顽痹,随证配伍,屡

炙蜈蚣 2 条,淮小麦 30 g,炙甘草 5 g,红枣 10 g,百合 10 g,

建奇功。笔者跟师学习同时,将师之经验应用于临床,现将以白

知母 10 g。继服 7 剂药后疼痛缓解,夜能安卧,随访 9 个月未

薇煎为主治疗痹证之验案 3 则介绍如下。

复发。

1

典型病例

案例 3：患者,女,79 岁,已婚,退休。主因右腰腿疼痛 3

案例 1：患者,男,51 岁,已婚,管理者。主因腰髋下肢疼痛

年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初诊。患者右腰腿疼痛 3 年,行走或久

1 个月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初诊。近 1 个月来患者腰痛,引及右

站即作,坐、卧位缓解,以至不能独自行动。摄片示腰椎退行性

髋下肢疼痛,活动受碍,行走不稳,经摄片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变,腰 3 轻度变扁压缩。予西药治疗,但因上腹痛而停药。大便

症”,口服药物治疗效差(用药不详)。舌质红,苔薄腻淡黄,脉

干结、日行 1 次,小便正常。有高血压、脑梗死病史,现服硝苯

细。原有高血压病史 10 年,现服用非洛地平、贝那普利治疗,

地平、通心络、尼莫地平、阿斯匹林等。刻下：BP 110/65 mm Hg,HR

刻下 BP 130/90 mm Hg(1 mm Hg＝0.133 kPa)。此乃肾精素亏,

72 次/min,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舌红,少苔而剥,脉细弦。

湿热痹阻,治拟补肾壮腰、清热化湿、宣痹通络为法,方以左归

此乃肝肾阴虚、筋骨失养、经络痹阻。治以补益肝肾、舒筋通

丸合四物汤加减。处方：生地黄 10 g,山茱萸 10 g,枸杞子 10 g,

络。予左归丸合白薇煎出入：生地黄 10 g,玄参 10 g,山茱萸

知母 10 g,炒黄柏 10 g,当归 10 g,川芎 10 g,赤芍 10 g,杜仲

10 g,炙龟甲(先煎)10 g,当归 10 g,赤白芍各 10 g,白薇 10 g,

10 g,炒续断 10 g,制狗脊 10 g,牛膝 20 g,桑寄生 30 g,补骨

鸡血藤 15 g,牛膝 10 g,泽兰 10 g,杜仲 10 g,炮穿山甲(先煎)5 g,

脂 10 g。每日 1 剂,水煎服,7 剂。

炒续断 10 g,制狗脊 10 g。每日 1 剂,水煎服。

2009 年 8 月 6 日二诊：药后腰部小腿疼痛已除,臀髋部至

2009 年 9 月 4 日二诊：上方连服 21 剂,右腰腿痛明显减

大腿仍感酸痛,舌红,苔薄腻淡黄,脉细右弦,守方去枸杞子、补

轻,久站腰腿轻痛,行走有酸感,然已能自行行走,大便通畅。BP

骨脂,加白薇 10 g、泽兰 10 g、炮穿山甲(先煎)5 g。7 剂。

138/65 mm Hg,舌嫩红,苔薄少,脉弦缓左细,上方加枸杞子 10 g。

2009 年 9 月 3 日复诊,诉药后疼痛即缓解。患者因高血压

14 剂。

病每月来院复诊,随访至 2010 年 12 月,腰腿痛未复发。
案例 2：患者,男,49 岁,已婚,职员。主因左足跟疼痛 4

2009 年 9 月 19 日三诊：腰腿痛继见,能自由行走,舌红稍
淡,苔薄少,脉弦缓。守方加补骨脂 10 g。14 剂药后腰腿痛缓

年于 2009 年 7 月 3 日初诊。患者近 4 年来左足跟疼痛,行走受

解,至 2010 年冬未复发。

碍,经摄片等检查诊为“骨筋膜综合征”,服西药止痛剂乏效,

2

体会

先后 5 次局部封闭治疗,可暂时获效,不久又复发,痛苦异常,

白薇煎方中白薇味苦、咸,性寒,清热益阴、利尿通淋、解

受寒及活动后尤甚。夜寐不安,舌质黯红,苔薄白,脉弦细。此

毒疗疮,《本草正义》
、《别录》均谓能滋阴益精；泽兰苦、辛,

乃肝肾两虚,外邪乘袭,寒热错杂,痹阻经络。治宜补益肝肾、

微温,活血化瘀、行水消肿、解毒消痈,《本草求真》谓其“九

散寒清热、宣痹通络。方以白薇煎合桂枝芍药知母汤、甘麦

窍能通,关节能利,宿食能破,月经能调,癥瘕能消,水肿能散,

大枣汤加减：白薇 10 g,泽兰 10 g,炮穿山甲(先煎)5 g,桂枝

产后血淋腰痛能止,吐血、衄血、目痛、风瘫、痈毒、扑损能

10 g,赤白芍各 10 g,知母 10 g,麻黄 3 g,杜仲 10 g,鸡血藤

治”。穿山甲味咸,性微寒,活血散结、通经下乳、消痈溃坚,

30 g,当归 10 g,伸筋草 30 g,豨莶草 30 g,甘草 5 g,红枣 10 g,

张锡纯谓其“走窜之性,无微不至,故能宣通脏腑,贯彻经络,

淮小麦 30 g。水煎服,每日 1 剂,7 剂。嘱注意饮食起居,适度

透达关窍,凡血凝血聚为病,皆能开之”(《医学衷中参西录》)。

休息,适当活动,慎避外邪。

合而用之,具滋阴益精、通行血络、祛瘀透邪之功,周师善用

2009 年 7 月 10 日二诊：足跟疼痛减轻,仍不耐久行,卧不
能寐,舌质偏红,苔薄少,脉弦细。阴分已伤,拟养阴清热、宣痹

此方随证配伍治顽痹,屡收奇功,笔者试用于临床亦小有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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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是人类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过惊则是中医情志致

慌,时有头目发胀,曾服中药、抗抑郁药、镇静药等,效差。刻

病的一种重要病因。如《素问·举痛论篇》曰：“惊则心无所

诊：症状同前,纳可,二便调,舌红,苔薄黄,脉位浮,脉体弦敛

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悸”为一种心动的自觉

动。辨证为气郁化火、心神不安,治以朱砂安神丸加减：朱砂

症状,《金匮要略释义》记载：“《资生》说：有所触而动曰惊,

粉(冲)0.5 g,黄连 12 g,当归 15 g,生地黄 15 g,五加皮 20 g,

无所触而动曰悸；惊之症发于外,悸之症在于内。”由于心悸常

木香 12 g,防风 15 g,茯神 15 g,紫石英 30 g,前胡 15 g,白芍

常是惊恐的结果,因而常将惊悸并称。惊悸不安反映的是机体

30 g,桂枝 15 g,麦冬 30 g。水煎服,每日 1 剂。7 剂后复诊,

在某一时刻的心理活动水平,它常呈一种紊乱的状态而持续的

自觉症状减轻,仍心中恐惧感,焦虑易紧张,记忆力下降,耳鸣,

存在,导致或加重诸多疾病的产生,如《问斋医案》说：
“怔忡、

纳眠差,厌食油腻,小便调,大便稀,不成形,常伴有腹中雷鸣,

惊悸、汗眩、饥嘈、不寐乃一体之病。”笔者意欲通过对几则

无排气,舌淡红,苔薄,有裂纹,脉弦紧。上方加清半夏 9 g、麻

惊悸不安状态病案的分析,尤其是对其脉诊体会,总结惊悸不

黄 9 g、厚朴 12 g,7 剂。

安状态的病机特点,以期为临床辨治有所裨益。
1

典型病例
案例 1：患者,女,47 岁,干部,以周身颤抖、紧张、恐惧、

焦虑 5 年余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就诊。患者 5 年前因受到惊吓

三诊：药后诸症均减轻,仍有思维定持,肢体颤抖,惊悸,
担心,害怕,大便稀,日一行,小便可,纳可,舌淡红,苔剥脱,脉
弦弱。上方去桂枝、麻黄、半夏,加沙参 20 g、炒酸枣仁 30 g、
石斛 12 g,继服 7 剂,症状消失。

而出现自觉周身持续性颤抖,伸展不开,生气紧张时尤甚,心中

按：本案患者因惊吓而致心中烦乱,难以释怀,心情高度紧

有恐惧感,焦虑,偶怕冷,眠浅易醒,夜间一听到声音即心中发

张,长期处于一种心中害怕、担心的惊悸不安状态。患者为木
型之人,脉象脉位较浮,脉体不宽,有疾数之感,脉管有撼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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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患者腰髋下肢疼痛、活动受碍,当属中医“痹证”

和发散性；其脉敛,在心理脉象中表示心理张力较高,有紧张、

其舌红,苔少,此乃阴伤明显,肾阴不足不能上济心火,致心火

范畴。
《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
“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

旺,心神不得安宁,转方以四物去川芎加鸡血藤、杜仲、牛膝、

肾将惫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则云：
“湿淫所胜……腰

续断、豨莶草、补骨脂、炙蜈蚣滋养肝肾、宣痹通络；百合、

如折,髀不可以回。”肾者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该患者年逾

知母、地黄合甘麦大枣汤滋阴清热、宁心安神。方中补骨脂虽

半百,久患高血压病,肾精不足,腰府骨髓失养,湿热之邪乘袭,

性温,前人谓阴虚火旺者忌用,但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谓“肾阴

痹阻经络,诸恙由是而作。故治拟补肾壮腰、清热化湿、宣痹

不足,相火萌动之顽痹,补骨脂可与生地黄、熟地黄、知柏相伍,

通络为法。方取左归丸合四物汤补肾填精、养血和络；知母、

[1]
阴阳并调,相互协同” ,监制其热性,而发挥其补肾壮督善治

黄柏清热燥湿；杜仲、续断、狗脊、桑寄生、补骨脂补肝肾、

顽痹之功,笔者以其法用于临床,未见伤阴助火之弊。药后疼痛

强腰脊、宣痹通络。7 剂后腰部小腿疼痛除,然臀髋部至大腿

缓解,夜能安卧,病情向愈。

仍感酸痛,遂去枸杞子、补骨脂加白薇煎活血通络,续服 7 剂,
诸恙若失,随访 1 年余病情稳定。

案例 3 患者年逾古稀,肝肾阴虚,精血不足,筋骨失养,经
络痹阻,腰腿疼痛不利于行。故治拟滋养肝肾、舒筋通络。以

案例 2 患者年近半百,将息失宜,肝肾阴虚,贪凉受冷,外

左归丸、白薇煎合用,去药性偏温之菟丝子、鹿角胶,加玄参取

邪乘袭。《灵枢·百病始生》云：“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寒

增液汤之意以润肠通便,加当归、赤白芍、鸡血藤、杜仲、续

湿之邪从下而袭,足部受之,筋骨受损,经络痹阻,足跟疼痛,行

断、狗脊以加强补肝肾、强腰膝、活血通络之功。前后服药近

走受碍,日久寒郁化热,寒热错杂。治先补益肝肾、散寒清热、

50 剂,3 年痛疾终得消除。

宣痹通络。药用白薇煎清热透邪、祛瘀通络；桂枝芍药知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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