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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医术高明，善治疑难杂病。熊教授认为中医诊治疑难杂病要掌握三要素：①四
诊合参；②善抓主症，明辨病机；③因证选方，随方遣药。本文通过脱疽、脑神经受损、神经性膀胱炎、神经
性脑鸣 4 个案例，较详细介绍熊教授学术思想及用药特点，可供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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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Medical Cases of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Treated by
TCM Master Xiong Ji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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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Xiong Jibai, a TCM master, has outstanding medical skills and is good at treating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Professor Xiong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in TCM: ①To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②To be good at
grasping the main symptoms and distinguish the pathogenesis. ③To choose the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 type and determine the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prescrip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Professor Xiong’s
academic thoughts and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etail through four cases of gangrene, brain nerve injury,
neurocystitis and nervous intracranial tinnitus, which can be used for clinical reference.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Xiong Jibai;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disease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行医 60 余载，临证详察审

花 6 g，忍冬藤 15 g，金银花 20 g，煅乳香 6 g，煅没

疾，善抓主症，谨守病机，疗效卓著，尤善诊治疑难

药 6 g，川牛膝 20 g，黄柏 10 g，炮山甲 6 g，甘草 10 g。

杂病，兹结合案例将熊老相关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40 剂，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1

典型病例
案例 1：患者，男，64 岁，2019 年 7 月 21 日初

诊。右足拇趾趾节脱落已 3 年，新趾未生，局部溃烂，
皮色黯黑，疼痛难忍，行走受限，舌紫，苔薄黄腻，

2019 年 9 月 4 日二诊：患处疼痛明显减轻，能正
常行走，舌边紫，苔薄黄，脉细数。药已中的，守方
继进 30 剂。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三诊：右足拇趾溃烂明显好转，

脉细。否认糖尿病史。诊断：脱疽，辨证为气虚血瘀，

疼痛不甚，行走正常。舌紫，苔薄黄，脉滑略数。予

热毒炽盛。治以益气活血、清热解毒、通络止痛。方

补阳还五汤合四妙勇安汤、四妙散加减：苍术 6 g，

选补阳还五汤合活络效灵丹、四妙勇安汤加味：黄芪

黄柏 10 g，川牛膝 20 g，薏苡仁 20 g，黄芪 40 g，当

40 g，当归尾 5 g，赤芍 10 g，川芎 5 g，桃仁 6 g，红

归尾 5 g，赤芍 10 g，川芎 5 g，桃仁 6 g，红花 6 g，
忍冬藤 15 g，金银花 20 g，炮山甲 6 g，甘草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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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服 30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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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6 日四诊：右足拇趾溃烂几愈，且

定，痰涎减少，四肢活动转佳，智力仍不佳，偶有烦

有新肉长出，舌边紫，苔黄腻，脉弦。予初诊方继服

躁，夜寐可，二便正常，舌苔薄白，脉滑数。守方改

40 剂善后。

茯苓为茯神 15 g，加煅磁石 20 g。继服 30 剂。

按：
《外科正宗》云：
“脱者，落也，疽多黑腐。”

2016 年 11 月 19 日五诊：神志清醒，智力仍低下，

脱疽通常是指四肢末端疼痛剧烈、腐肉丛生、溃烂坏

口多痰涎，时莫名哭笑，舌苔黄滑腻，脉滑数。予涤

死，久之趾（指）节脱落的一类疾病，多与感受外邪、

痰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栀子 10 g，黄芩 10 g，石菖

正气亏虚、湿热毒积、痰瘀阻络相关。本案患者首诊

蒲 20 g，蜜远志 10 g，胆南星 5 g，陈皮 10 g，法半

见患处皮色黯黑、舌紫，为气血瘀滞；加之年逾花甲，

夏 10 g，茯苓 20 g，枳实 10 g，竹茹 10 g，浮小麦 30 g，

溃烂不敛，新趾未生，为元气不足，“元气既虚，必

大枣 10 g，甘草 10 g。继服 30 剂。

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医林改

2017 年 2 月 18 日六诊：神志已清，情绪平稳，

错》），故予补阳还五汤益气扶正、活血化瘀，改地龙

口无痰涎，智力仍低下，四肢乏力，舌红，苔黄滑，

为炮山甲以增搜风剔络、消痈溃坚之功；合活络效灵

脉细。乃痰蒙心窍，兼夹湿热，治以化痰开窍、清利

丹以增强消肿定痛、祛瘀生新之力；血络瘀滞，留而

湿热。方选涤痰汤合四妙散加减：西洋参 6 g，石菖

不行，又正虚不能卫外而易受外邪，湿邪入体，郁而

蒲 20 g，蜜远志 10 g，陈皮 10 g，法半夏 10 g，茯苓

化热，终致热蕴毒结，热盛肉腐，佐以四妙勇安汤清

15 g，枳实 6 g，竹茹 10 g，苍术 6 g，黄柏 6 g，牛膝

热解毒，加藤类以通络，川牛膝逐瘀通经、引药下行，

20 g，薏苡仁 20 g，甘草 6 g。后守方加减 10 次，患

黄柏清热燥湿、清利下焦；甘草既调中，防苦寒败胃，

者智力逐步得到改善。

又清热解毒，故用量较大。二诊时药已中的，遂原方

按：本案患儿初诊见四肢无力、行步不稳，形似

再进。三诊时疼痛不甚，脉转滑数，故改活络效灵丹

痿证，但并无肌肉萎缩之象，故不按痿证论治。其智

为四妙散以清热利湿。四诊时舌边紫，仍有瘀象，故

力低下、口多痰涎、舌苔黄滑腻、脉细滑，痰热之象

以初诊方再进 40 剂以清彻余邪，畅利血脉。

明显。痰热上犯，上干清窍，则神识不清、智力低下，

案例 2：患儿，女，12 岁，2016 年 6 月 25 日初

留于口舌，则口中多涎。故治以清热化痰开窍，方选

诊。智力低下、行步不稳 11 年。患儿出生 9 个月时

涤痰汤加味。涤痰汤出自《奇效良方》，由温胆汤加

因“四肢软弱无力”在当地医院诊为“脑神经受损”，

人参、石菖蒲、胆南星而成，用于中风痰迷心窍，舌

经治 1 年多后勉强能站立行走。刻下：智力低下，四

强不能言。因原方清热之力不足，故加黄芩以清热；

肢无力，下肢尤甚，行步不稳，心烦，精神疲乏，多

下肢乏力，加川牛膝、木瓜通利关节，养血柔筋；再

涎，言语尚流利，纳寐可，二便调，舌苔黄滑腻，脉

以蜜远志与石菖蒲相合化痰醒脑、安神益智。二诊时，

细滑。诊断：脑神经受损（痴呆）
，辨证为痰热蒙蔽清

患儿心烦改善，但仍阵发性烦躁不安，乃痰从热化，

窍。治以清热化痰开窍。方选涤痰汤加味：党参 10 g，

故以涤痰汤加黄芩、栀子泻火除烦，天麻平肝潜阳。

石菖蒲 15 g，蜜远志 10 g，黄芩 6 g，陈皮 10 g，法

三诊时，患儿心烦大减，口中流涎减轻，但舌脉仍有

半夏 10 g，茯苓 15 g，枳实 10 g，竹茹 10 g，胆南星

痰热之象，又考虑痰热之体，气机不畅，易生瘀血，

4 g，川牛膝 15 g，木瓜 15 g，甘草 6 g。30 剂，每日

且舌质泛现紫象，故守方改党参为丹参活血化瘀。四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诊时，患儿神志好转，情绪稳定，苔转薄白，但脉仍

2016 年 7 月 22 日二诊：心烦改善，仍智力低下，

滑数，说明痰热虽减而未尽除，故守方加煅磁石醒脑

阵发性烦躁不安，余同前。予涤痰汤加黄芩、栀子。

镇神，改茯苓为茯神养心安神。五诊时，患儿神志清

处方：党参 15 g，陈皮 10 g，法半夏 10 g，茯苓 20 g，

醒，心烦易怒明显减轻，但仍智力低下，口中流涎，

枳实 10 g，竹茹 10 g，石菖蒲 20 g，胆南星 5 g，蜜

舌脉亦是痰热之象，又时有莫名哭笑，为心气不足，

远志 10 g，黄芩 10 g，栀子 10 g，天麻 20 g，甘草 6 g，

故守方合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六诊时，患儿神志已

生姜 2 片。继服 30 剂。

清，情绪平稳，口无痰涎，唯智力低下，四肢乏力，

2016 年 8 月 22 日三诊：烦躁明显改善，精神状

舌红苔黄滑，脉由滑数转细，乃痰热大减。因胆南星

态好转，口中流涎减少，但仍神志蒙昧，行步不正，

苦寒，为防久用苦寒败胃，故去之；下肢乏力，乃湿

频频眨眼，二便正常，舌紫，苔黄腻，脉细滑。守方

热阻滞经络，遂守方合四妙散清热利湿。心者，君主

改党参为丹参 10 g。继服 30 剂。

之官，神明出焉，痰浊扰心则神志异常；又心为火脏，

2016 年 10 月 22 日四诊：神志较前清醒，情绪稳

心为火郁则烦躁不安；心在志为喜，心神涣散则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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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笑。熊老始终抓住“痰蒙心神”病机，坚持证不变

根 50 g，蔓荆子 10 g，白芍 10 g，黄柏 10 g，知母 10 g，

则治不变、方亦不变的原则，步步为营，守方治疗，

熟地黄 15 g，醋龟甲 20 g，川牛膝 15 g，车前子 10 g，

渐收全功。

炙甘草 10 g。30 剂，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案例 3：患者，女，50 岁，2019 年 9 月 27 日初

2014 年 6 月 16 日二诊：脑鸣、颈椎胀痛、腰痛

诊。有神经性膀胱炎病史，多方治疗乏效。刻下：尿

均缓解，精神好转，但痰多，头晕，目痒，易流泪，

频尿急尿黄，每次量不多，无尿痛，但腰痛，口干，

舌红，苔黄滑，脉细。乃气虚兼痰火上扰，治以益

舌红，苔薄黄，脉细数。诊断：神经性膀胱炎（淋证），

气升清、化痰清火。方选益气聪明汤加减：西洋参

辨证为阴虚火旺。治以滋阴清热。方选知柏济生汤加

6 g，黄芪 20 g，葛根 50 g，蔓荆子 10 g，黄柏 10 g，

减：黄柏 10 g，知母 10 g，黄芩 10 g，龙胆 6 g，熟

白芍 10 g，天麻 20 g，菊花 10 g，蝉蜕 10 g，法半

地黄 10 g，山药 10 g，茯苓 15 g，泽泻 10 g，牡丹皮

夏 10 g，浙贝母 20 g，茯苓 15 g，炙甘草 8 g。继服

10 g，山萸肉 10 g，川牛膝 15 g，车前子 10 g，灯心

30 剂。

草 6 g，鱼腥草 10 g，甘草 6 g。30 剂，每日 1 剂，水
煎，分 2 次服。
2019 年 11 月 1 日二诊：尿频尿急尿黄明显减轻，

2014 年 7 月 17 日三诊：脑鸣、腰痛已止，劳累
后偶有耳鸣，时觉头部跳痛，心烦易怒，口微苦，痰
多，舌边紫，苔薄黄，脉弦细。乃气虚兼痰火化风，

精神疲乏，大便干，舌淡红，苔薄白，脉细。予补中

治以益气化痰、清火熄风。方选益气聪明汤加减：西

益气汤合缩泉丸加减：西洋参 6 g，黄芪 30 g，当归

洋参 6 g，黄芪 20 g，葛根 50 g，蔓荆子 10 g，黄柏

10 g，升麻 10 g，柴胡 10 g，陈皮 10 g，白术 10 g，

10 g，白芍 10 g，天麻 20 g，钩藤 20 g，法半夏 10 g，

菟丝子 20 g，覆盆子 20 g，桑螵蛸 15 g，黄柏 6 g，

茯苓 15 g，牡丹皮 10 g，栀子 10 g，炙甘草 10 g。继

炙甘草 10 g。继服 30 剂善后。

服 30 剂。

按：患者首诊见尿频尿急尿黄，当属淋证范畴。

2014 年 8 月 22 日四诊：心烦减轻，无脑鸣，患

兼有腰痛、口干、舌红、苔薄黄、脉细数，一派阴虚

者近日尝试停服降压药，监测血压亦正常。但天明

火旺之象，遂予知柏济生汤滋阴清热、通利小便。知

时足部汗出，小便黄，舌红，苔薄黄，脉细数。证

柏济生汤源自济生肾气丸，为济生肾气丸去附子、肉

属气阴两虚，治以益气敛汗、滋阴潜阳。方选黄芪

桂加知母、黄柏而成。熊老考虑原方清热之力不足，

龙牡散合大补阴丸加减：黄芪 30 g，煅龙骨 30 g，

故酌加黄芩、龙胆泻火解毒，灯心草、鱼腥草利尿通

煅牡蛎 30 g，熟地黄 15 g，知母 10 g，黄柏 10 g，

淋。二诊时，患者小便频急明显减轻，但有精神疲乏、

醋龟甲 30 g，葛根 30 g，天麻 20 g，川牛膝 15 g。

舌淡红、苔薄白、脉细，气虚之象明显。《脾胃论》

继服 30 剂善后。

有“脾气不升则九窍不利”之说，说明中气虚弱可致

按：
《灵枢•口问》有“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

小便异常。患者此时热象已不显，但脾胃虚弱，中气

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本案患者以

下陷，郁于下焦，升降失常，尿频无度。遂予补中益

脑鸣为主诉就诊，症见疲乏、自汗、脉细，气虚明

气汤益气升阳以补益中气，使膀胱气化如常，小便通

显；足心自汗、小便黄、舌红、苔薄黄，此为阴虚。

利。肾为气之根，主水，司二便，与膀胱相表里，肾

故辨证为气阴两虚，治以益气养阴，方选益气聪明

气充盛则固脬有力，小便正常，肾气不足则脬无所系，

汤合大补阴丸加减，鉴于患者高血压，故去升麻，

流水无度，故合缩泉丸缩尿固脬，其中覆盆子、菟丝

以防升提太过；又小便不畅、腰痛，酌加川牛膝、

子、桑螵蛸补益肾气，固精缩尿，加少量黄柏以清余

车前子补肝肾、利小便。二诊时，患者脑鸣、颈椎

热、白术通润大便。本案辨证准确，用药配伍得当，

胀痛、腰痛均缓解，说明药已中的，但因舌苔黄滑、

故取捷效。

痰多，乃中气不足，脾失健运，痰湿内生，为防滋

案例 4：患者，男，40 岁，2014 年 5 月 19 日初

腻碍脾，遂去大补阴丸，加法半夏、浙贝母化痰，

诊。脑鸣 5 年，伴疲倦，劳作后更甚，颈椎胀痛，下

茯苓淡渗利湿；痰湿久停，郁而化热，风痰上扰清

肢自汗、足心尤甚，腰痛，小便黄而不畅，无头晕及

窍则见头晕、目痒等，故加天麻平熄肝风，菊花清

耳鸣，舌红，苔薄黄，脉细。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规

利头目，蝉蜕祛风止痒。三诊时，患者病愈大半，

律服用降压药，但血压仍然偏高。诊断：神经性脑鸣

但仍痰多、时有头部跳痛，为痰火化风；心烦易怒，

（脑鸣），证属气阴两虚。治以益气滋阴。方选益气

乃肝郁化火。故以益气聪明汤去升麻，加天麻、钩

聪明汤合大补阴丸加减：西洋参 6 g，黄芪 20 g，葛

藤清热平肝、熄风止痉，法半夏、茯苓化痰祛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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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皮、栀子清肝泻火。四诊时，患者脑鸣、耳鸣

慢性疑难杂病病情顽固，虚实相间，寒热错杂，若

已无，血压正常，唯留足部汗出，乃痰湿已化，热

无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往往束手无

邪已清，但正气虚衰，结合舌苔薄黄、脉细数，仍

策，难以获效。综观上述案例，熊老所用处方均为

为气阴两虚，遂予黄芪龙牡散益气敛汗，合大补阴

临床常用方，而取效关键在于辨证论治，充分体现

丸滋阴潜阳；加葛根生津、升阳、开窍；入川牛膝

熊老坚持以中医经典理论为指导，将辨证论治的基

引血下行，与天麻相伍使肝阳不亢，肝风得平。熊

本原则贯穿始终，抓主症、辨病机、选方药的临证

老认为，治疗脑鸣关键要辨清虚实，虚有气虚或肾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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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有水饮上犯或肝火上炎 。脑鸣是难治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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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能胸有成竹，切中肯綮，取得疗效。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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