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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除重复的 36 首外

湿痹着腰部经脉所致肾着病的甘姜苓术汤。茯苓一则可以疏利

共有 282 首,其中除《伤寒论》已佚之禹余粮丸和《金匮要略》

水道,一则可以培土制水。仲景用茯苓治水湿乃疏中有制。对

4 首只列方名而未载药味外,用茯苓者 33 方(11.7%),以茯苓命

茯苓渗湿利水的功效,后世医家也颇有论述。如《伤寒明理论》

名方剂有 18 首(不包括五苓散和茵陈五苓散)。
《神农本草经》

“渗水缓脾”
；王好古认为茯苓“泻膀胱,益脾胃”；《本草衍义》

谓茯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

谓：“茯苓、茯神,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阙也。”《用药心法》

口焦舌干,利小便”。而仲景对茯苓的运用作了很大的发挥。笔

谓：“茯苓,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之圣药也。味甘平补阳,

者现就仲景方中有关茯苓的运用规律探讨如下。

益脾逐水,生津导气。
”

1

1.3

1.1

茯苓的运用
健脾行饮

宁心神、调情志或兼去痰饮
神志不宁,肝气不舒或兼痰饮或不兼痰饮者,仲景方中常

脾失健运,饮停中焦,仲景方中多用茯苓。如治水停心下,

配伍茯苓。如治少阳阳明合病,肝火扰心,心神不宁的柴胡加龙

脾胃之阳被遏所致四肢厥冷的茯苓甘草汤；治脾阳虚,水停心

骨牡蛎汤；治阴阳俱虚兼水饮为患的茯苓四逆汤；治肝气郁结,

下而致水饮上冲的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治肝热阳郁气机不通,

气滞痰凝所致梅核气的半夏厚朴汤；治支饮呕吐兼痞眩悸的小

脾寒阳虚而不运化的麻黄升麻汤；治水湿困脾,太阳经气不利

半夏加茯苓汤；治肝血虚所致的虚烦虚劳不得眠的酸枣仁汤。

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中阳不足,胃有停饮而致呕渴的

百病皆由痰作祟。痰饮也往往蒙蔽心窃,扰乱心神；同时,情志

茯苓泽泻汤；治阳虚饮停,冲气上逆支饮证的桂苓五味甘草汤。

不舒可导致气滞痰凝。仲景用茯苓既宁神解郁,又去痰行饮,

茯苓具有健脾之功,通过健脾,使其恢复运化水液的生理功能,

可谓一举两得。

从而使水饮得到正常输布。从以上诸方可以看到,仲景治中焦

后世医家对此也有不少论述。《本草正》谓茯苓“祛惊痫,

水饮基本都是以茯苓配桂枝,因水饮为阴邪,当用阳药化之,符

厚肠藏,治痰之本,助药之降”；《本草经疏》说茯苓“甘能补中,

合《金匮要略》中“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则。

淡而利窍,补中则心脾实,利窍则邪热解,心脾实则忧恚惊邪自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中是否有桂枝,历代医家对此观点
不一。如《医宗金鉴》
、陆渊雷等认为应当去芍不去桂；成无

止”；《日华子本草》有茯苓“补五劳七伤”之说。
1.4

恰当配伍,血水同治不伤正

己、日本的丹波元简等主张既不“去桂”,也不“去芍”,当用

仲景在治疗瘀血和水湿痰饮同时为患时,常用茯苓与活血

桂枝汤加茯苓白术；
《尚论篇》则认为：“在表之风寒未除,而

行血等药物配伍进行血水同治。如治瘀血内阻,血不归经而漏

在里之水饮上逆,故变五苓两解表里之法,而用茯苓、白术为主

下不止的妇人癥病下血证的桂枝茯苓丸；治当以调血为基本法

治。去桂者,以已误不可复用也。”笔者也认为不应去桂枝。历

的妊娠“腹痛”证的当归芍药散。津血同源是血水同病的生理

代医家对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的条文的论述可归纳为两

基础,血水同病是血水同治的病理基础,仲景对此有深该的阐

种观点,即一种认为无表证而纯属里证,一种认为既有表证又

述,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指出：
“经为血,血不利

有里证。而本条文的病机关键是脾虚水停,清气不升,津液不布,

则为水,名曰血分,此病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

太阳经气不利,脾虚水停。在里的脾虚水停是本,在表的太阳经

病易治……去水,经自下。”这为后世研究血水同治奠定了理论

气不利是标,治脾虚水停用桂枝符合“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

和实践基础。因当归芍药散证中有肝血虚证候,桂枝茯苓丸证

之”治则；治太阳经气不利用桂枝亦符合桂枝温经通脉、助阳

中妇人癥病下血漏下不止也必致气血亏虚,故仲景选用茯苓来

化气的功效。因此,不论从标还是从本论治都不应去桂枝。

治水,通过茯苓利水促进瘀血病证的治疗,同时用茯苓健脾的

1.2

功效来达到补益气血的目的,这不仅可实现血水同治,同时也

渗湿利水
水湿停聚下焦或泛溢周身,仲景方中常用茯苓以渗湿利

水。如治水蓄膀胱的五苓散；治少阴阳虚水泛的真武汤；治汗

可达到祛邪而不伤正的效果。
2

茯苓的忌用

后心阳虚欲作奔豚的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脾失运化,水湿

仲景对于中气下陷而无湿浊证者一般不用茯苓。《伤寒

停滞,外溢肌肤而致皮水证的防己茯苓汤；治上寒下燥小便不

论》和《金匮要略》中虽未直接论及有关中气下陷的证候而不

利的栝蒌瞿麦丸；治中焦脾虚湿盛,下焦肾虚有热小便不利的

用茯苓的条文,但从理中丸、黄芪建中汤等的处方配伍中可看

茯苓戎盐丸；治饮阻气滞的胸痹轻证的茯苓杏仁甘草汤；治寒

出其端倪。后世医家对中气不足或下陷时

(下转第 110 页)

·110·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参考文献：

Jun.2012 Vol.19 No.6

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06,23(4)：601-603.

[1] 王淑美,林丽珠.扶正祛邪中药改善肿瘤多药耐药新进展[J].中国老年

[17] 郭娟娟,潘祥林,冯长伟,等.冬凌草甲素诱导多药耐药细胞系 K562/A02

学杂志,2010,30(11)：3410-3412.
[2] Lori J Goldstein. Clinical reversal of drug resistance[J].

凋亡逆转耐药性的研究[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19(3)：34-36.
[18] 胡凯文,郑洪霞,齐静,等.浙贝母碱逆转自血病细胞多药耐药的研究[J].

Current Problems in Cancer,1995,19(2)：93-106.
[3] 韩英,时永全,李玲,等.蛋白激酶 C 同工酶 PKC-2α及 PKC-2β在胃癌

中华血液学杂志,1999,20(12)：650-651．
[19] 汪建,林代诚,粱传余.千斤藤素对喉癌细胞 Hep-2 多药耐药性的研

及其耐药细胞中的表达和功能[J].中华肿瘤杂志,2001,23(2)：103-106.
[4] 张春军,孙晓波,金锋,等.多药耐药基因 Topoα mRNA 在胃癌及其相邻

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1998,20(6)：261-262．
[20] 刘广遐,王婷婷,胡文静,等.连翘醇提物对恶性胸腹水中原代肿瘤细

正常组织中表达[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3,32(4)：334-335.
[5] Goto S, Kamada K, Soh Y, et al. Significance of nuclear

胞的抗肿瘤作用[J].实用老年医学,2009,23(5)：359-363.
[21] 朱川,刘学芬,李刚.鸦胆子油乳加阿霉素治疗难治性恶性胸水 41 例[J].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i in resistance to anti-cancer drugs[J].
Cancer Res,2002,93：1047-1056.

实用全科医学,2007,5(10)：871-873．
[22] 杜敏,史明.化疗联合鸦胆子油乳注射液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

[6] 蒋敏,钱晓萍,刘宝瑞,等.ERCCl mRNA 表达与恶性胸腹腔积液肿瘤细胞

观察[J].肿瘤基础与临床,2006,19(2)：151-152．

对顺铂体外药敏相关性的研究[J].现代肿瘤医学,2010,18(6)：1069-1072.

[23] 刘叙仪,孟松娘,扬敬贤,等.中药 R3(补骨脂抽提剂)对耐阿霉素的人

[7] Marie Prewett. Tumors established with cell lines selected for

乳腺癌细胞 McF7 细胞多药耐药的逆转[J].中国肿瘤临床,1997,24(5)：

adr

325-330.

oxaliplatin cetuximab resistance respond to oxaliplatin if
combined with[J]. Clin Cancer Res,2007,13(24)：7234-7440.

[24] 孙华,刘耕陶.五味子果仁醇提取物含药血清逆转肿瘤多药耐药及抑
制耐药糖蛋白(P-gp)的作用[J].中国新药杂志,2009,10(12)：92-96.

[8] Tetu B, Brisson J, Plante V, et a1. p53 and c-erbB2 as markers
of resistance to 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J]. Mod

[25] 甘雨良,焦丹,刘文峰.四君子汤加减联合化疗治疗胃肠道恶性肿瘤多
药耐药基因阳性病例[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0,16(6)：253-255.

Pathol,l998,11(9)：823.
[9] Elliott T, Sethi T. Integrins and extracellular matrix：a novel

[26] 张书臣,张翠卿,周凤伟,等.乾坤胶囊对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的
增效减毒机制研究[J].河北中医,2010,32(10)：1448-1461.

mechanism of multidrug resistance[J]. Expert Rev Anticancer
Ther,2002,2(4)：449.

[27] 林洪生,李道睿.参芪扶正注射液提高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生存质
量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J].中华肿瘤杂志,2007,29(12)：656-

[10] 王开雷,李乐平,靖昌庆,等.大肠癌多药耐药逆转的研究进展[J].中

658.

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2010,13(4)：306-310.
[11] 高贤钧.中草药钙通道阻滞剂的研究与展望[J].中西医结合杂志,

[28] 朱琨,李康,党诚学,等.参芪扶正注射液配合 CEF 方案化疗对乳腺癌
术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中国肿瘤临床,2008,35(14)：808-809.

1990,10(7)：4721.
[12] Huang TT, Wuerzberger-DaVis SM, SeufZer BJ, et a1. NF-kappa B

[29] 刘长利,吴苏冬.中药复方“参臼胶囊”对肝癌细胞抑制作用的实验
研究[J].肿瘤研究与临床,2002,14(3)：147-151．

activation by campothecin[J]. Bio Chem,2000,275：9509.
[13] 姜晓峰,甄永苏.大黄素逆转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J].国外医学：肿

[30] 潘玉真,殷东风,张宁苏,等.联合中药消积煎剂综合治疗对顺铂耐药
卵巢癌体外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1)：71-79.

瘤学分册,1998,26(化疗分册)：42-44.
[14] Kokura S, Yoshida N, Ueda M, et a1. Hyperthermia enhances tumor

[31] 许建华,范忠泽,孙珏,等.肠胃清治疗晚期胃肠癌及对外周血 MDR1 mRNA
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l(5)：40-42.

necrosis factor alpha-induced apoptosis of a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J]. Cancer Lett,2003,201：89-96.

[32] 孙玉舫.至精方对人大肠癌耐药细胞的影响及机制研究[D].上海：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5] 梁蓉,杨平地,陈协群,等.川芎嗪(或)环孢素 A 对 HL60/HT 细胞耐药

(收稿日期：2011-09-15)

的逆转[J].中华内科杂志,1999,38(4)：260-261.

(修回日期：2012-02-15,编辑：梅智胜)

[16] 陈春美,杨卫忠,王春华,等.榄香烯对人脑胶质瘤 U251/ADM 耐药细胞株

(上接第 89 页)

也常忌用茯苓。如《得配本草》有关于气虚

下陷者禁用茯苓的论述,《脾胃论》
补中益气汤、
《古今医统大全》

床虽有湿浊证而兼有中气下陷的疾病也不要轻易使用茯苓。
3

结语

治疗气血虚弱所致堕胎滑胎的泰山磐石散、
《医学衷中参西录》

综上所述,仲景有关茯苓的运用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即治

治疗大气下陷证的升陷汤、
《景岳全书》治疗气虚下陷所致血崩

饮停中焦病证,以茯苓健脾行饮,并配伍桂枝温化水饮,使饮邪

血脱的举元煎等均不用茯苓。茯苓虽有健脾之功,但其性趋下,

消于无形；水湿停聚下焦或泛溢周身,用茯苓利水渗湿,培土制

且甘淡渗利,诚非中气下陷证所宜。目前临床医生多用其健脾之

水；神志不宁情志不舒与痰饮并见之时每每用茯苓,以宁神祛

功,而忽略了其淡渗利下之性,常用于中气下陷的病证,如气虚滑

痰；瘀血和水湿痰饮同时为患而兼有虚证,常用茯苓血水同治；

胎、胃下垂、子宫脱垂等,若患者不兼湿浊之证,则不仅不利于疾

中气下陷而无湿浊证则不用茯苓。

病本身,而且会进一步加重气虚下陷的症状。另外,笔者认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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