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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院
骨病二科主任王勤俭：

脖子痛是颈椎病吗？

王勤俭，副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
南省中医院骨病二科主
任；发表文章20余篇，出
版著作 10 余册；擅长颈
肩 腰 腿 痛 类 疾 病 的 保
守、介入及微创治疗，以
及脊源性疾病的诊断与
治疗。

初诊：王某，男，36岁，因患腹泻半年，加重7
天而就诊。

病史：半年来，患者大便时溏时泻，饮食稍
进油腻食物，则便次增加，每天3次~6次，大便
溏稀，粪便粘马桶。曾服用蒙脱石散进行止泻
治疗，但效果不佳，遂前来就诊。

刻诊：吃过饭后，患者随即出现腹泻症状，
无臭秽，肠鸣辘辘，肥胖臃肿，肢倦乏力，稍有劳
累便出汗，舌质淡，苔白腻，脉细弱。

诊断：泄泻（脾胃虚弱）。
治法：健脾益气，渗利水湿。
方药：黄芪15克，人参10克，茯苓5克，苍术

5克，防己5克，厚朴3克，羌活3克，防风3克，甘
草3克。共7剂。

二诊：服药后，大便成形，次数明显减少，每
天2次~3次，舌质淡，苔白薄腻，脉细。效不更
方，上方加木瓜9克，泽泻9克。共7剂。患者服
药后，诸症悉除。嘱咐其服用参苓白术散巩固
治疗。

按语：患者久泻，脾胃虚弱，运化无权，清浊
不分，故出现大便溏泻，脾失运化，稍进油腻之
物，大便溏稀等。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和调节水
液代谢功能减退，使膏脂水湿内停，出现肥胖臃肿，神疲乏力，脾胃虚
弱，气血来源不足，动则汗出。方中黄芪、人参、苍术、茯苓、甘草健脾
益气；防风、羌活、升阳化湿，防己利水，厚朴燥湿行气。巩固治疗以
参苓白术散健脾益气渗湿，既治肥胖，又防腹泻。

（作者供职于淇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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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高血压病
□毛德西 文/图

初诊：赵某，女，54岁，间断胸闷气短2
年余，再发加重 1 个月。患者 2 年前因劳
累后出现胸闷、气短，呈间断性，持续时间
1分钟左右，休息后可自行缓解，未予以重
视和系统诊治。1 个月前，患者活动后受
凉，上述症状出现并加重，伴咳嗽、咯痰，
痰色黄质黏，难以咯出。患者为寻求进一
步诊治，遂来笔者所在的医院就诊。

刻诊：剑突下间断胸闷、气短，持续时
间约 2 分钟，休息后可自行缓解，咳嗽、咯
痰明显，痰色黄质黏，难以咯出，口干苦，
易感口渴，急躁易怒，纳可，眠差易醒，平
素大便不成形，每天3次~4次，小便可，舌
淡红，苔黄腻，脉弦细无力。

中医诊断：胸痹，咳嗽，寒热错杂证。
西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稳定型心绞痛。
处方：柴胡、黄芩、清半夏、党参、天花

粉、牡蛎、炒枳壳、干姜、炒苦杏仁、茯苓、
炒栀子、陈皮、炒酸枣仁、砂仁、炒僵蚕、连
翘、甘草。共3剂。水煎服，每天1剂，早、
晚分服。

二诊：上方服用3剂后，患者胸闷气短
明显减轻，且未再出现咳嗽、咯痰等症状，
大便每天 1 次，成形，睡眠改善。效不更
方，继续服药3剂，巩固治疗。

按语：患者胸闷气短 2 年余，口干苦，
且易感口渴，均为病在少阳，少阳枢机不
利，胆热瘀于上所致；见大便质稀，舌淡
红，脉沉细，属少阳太阴合病夹痰。患者
脾胃虚弱，加之少阳枢机不利影响脾胃运
化，痰热内生，则见咳嗽、咯痰；肝胆气滞，
瘀而化热，故急躁易怒；热盛伤及津液，故
口干；肝火上炎，扰乱心神，损耗心阴，心
阴亏虚，故睡眠易醒。治疗选用柴胡桂枝

干姜汤合二陈汤清上温下，和解枢机，燥湿化痰。
柴胡桂枝干姜汤出自《伤寒论》：“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

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
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方中柴胡、黄芩和解少
阳，天花粉生津止渴，牡蛎化痰散结，干姜温散里寒，甘草调和诸
药合而成为散结和解、温里祛寒之剂。二陈汤则以半夏为主药，
取其辛湿性燥，健脾燥湿，降逆化痰，和胃止呕。甘草调诸药，兼
可润肺和中。

综合上述，方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合二陈汤加减，方证相应。
笔者认为该病案关键要辨清寒热虚实，确定治疗方向，然后根据
患者病程、兼证，以及舌象、脉象等进行加减用药，如此方可提高
诊治的准确率。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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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樊某，男，49 岁，
患高血压病 2 年，曾用复方
罗布麻、卡托普利等药物治
疗，血压从170/95毫米汞柱
降至140/87毫米汞柱，但头
晕，颈项不舒（如落枕感），
口干黏苦未见减轻。

刻诊：舌质暗红，苔薄
黄，脉象沉弦细紧。脉证合
参，诊断为痰火上扰，经脉
失柔证。

方药：葛根黄芩黄连汤
加味。葛根 15 克，黄芩 10
克，黄连10克，赤芍30克，天
竺黄10克，生甘草5克。共
7剂。

患者服药后头晕有所

减轻，但颈项不舒等症状仍
存。上方葛根加至30克，并
加用芦根 30 克。共 5 剂。
患者服药后头晕已去大半，
颈项舒展自如，血压已趋平
稳。效不更方，服药7剂，痊
愈。

按语：根据葛根汤治疗
外感病“颈项强几几”的记
述，扩展应用于高血压病的
项背紧痛证。由此深入研
究，证实葛根确有良好的温
和降压和改善脑及冠状动
脉血液循环的作用。主含
葛根总黄酮的愈风宁心片
就是近年来研制出的具有
降压作用的中成药。笔者

受其启发，着意用解表清里
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高
血压病的项背紧痛患者。
方中黄芩、黄连既是清心降
火的良品，又有显著的降压
作用；加赤芍以活血化瘀，
加天竺黄以清化热痰。全
方组合，对痰火上攻、头颈
血瘀的高血压病，具有收舒

展经脉、清脑降压的作用。
应用此方治疗高血压病之
眩晕，需注意内热指征，如
脉数或苔黄。不可一见项
背紧痛症状便用该方，以免
以药误证。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

初诊：王某，女，57 岁，
以右侧面颊连齿痛 3 天就
诊。患者疼痛发作时，自服
止痛片和双氯芬酸钠肠溶
片，但难以奏效。采用针刺
法，虽可缓解，但起针后，仍
疼痛难忍，血压为 175/105
毫米汞柱。大便干燥难下，
小便短赤，脉两关滑大，舌
苔薄黄干燥。

诊断：胃燥伤津、肝火
上犯证。

治宜：清泻胃燥、养阴

平肝法。
方药：大承气汤加味。

生大黄 6 克，炒积实 10 克，
厚朴 10 克，玄明粉（后下）6
克，生白术 30 克，全栝楼 30
克，生白芍 15 克，炙甘草 10
克。共3剂。

患者服药后泻下黑色
干燥粪块，右侧面颊疼痛顿
减。上方减去玄明粉，服用
6 剂后，疼痛消失，血压为
150/84 毫米汞柱。嘱咐患
者服用防风通圣丸调理身

体。
按语：大承气汤治疗高

血 压 病 ，为 釜 底 抽 薪 法 。
该患者指证有二：一是大便
干燥难下、舌苔缺津，反映
出阳明火热伤及胃肠，形成
燥热内结证。二是关脉滑
大，乃肝经郁火上越，犯及
阳明及少阳经脉，故面颊连
齿疼痛不止。治疗此症状，
非泻下则燥热不去，加生白
术以增大肠传导功能，加全
栝楼以增润燥通便之力。

有些医师或问何不用玄参、
生地黄以增液行舟。笔者
认为，增液行舟未尝不可，
但就促进大肠“传导、变化”
功能而言，玄参、生地黄远
不如生白术、全栝楼，其理
从《伤寒论》中的桂枝附子
去桂加白术汤，以及《金匮
要略》中的栝楼薤白白酒汤
中即可悟出。加入生白芍
养阴平肝，与甘草配伍，为
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功
效更佳。

初诊：徐某，男，46
岁，半个月前出现头痛
脑涨，自以为体健，而未
予重视。1 周前，患者
在家属劝解下，测量血
压为 180/115 毫米汞柱
（1 毫 米 汞 柱 =133.322
帕），颇为吃惊，继增心
烦、急躁、失眠之苦。因
患者的亲属患脑血管疾
病半身不遂而事业中
断，恐步其后尘，终日心
烦不宁，急躁上火，口干
而渴。初诊时脉弦紧而
数，舌苔薄黄，中部干
燥。考虑为肝胆郁火上
逆，郁于脑则头痛，郁于
心则烦躁，郁于胃则口
渴。

治则：泄其有余，以
解郁泻火安神为法。

方药：柴胡加龙骨
牡蛎汤加味。柴胡 10 克，黄芩
10 克，生大黄 6 克，茯神 10 克，
桂枝5克，龙骨、牡蛎各30克，清
半夏10克，生磁石（先煎）30克，
生姜5克，大枣（剖开）5枚，生甘
草 10 克。共 5 剂。患者服药后
头痛脑涨减轻，但仍心烦燥渴。
原方基础上加麦冬 30 克，焦栀
子 10 克。共 6 剂。患者服药后
脉和缓，舌生津液，夜间睡眠转
好，血压稳定在 140~150/90~95
毫米汞柱范围。嘱咐患者继续
服用12剂，巩固治疗。

按语：该患者除主症头痛
外，心烦不宁、急躁失眠亦是重
要指征。《伤寒论》中记载：“伤寒
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
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
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后
世医家认为，烦、惊二字不可忽
视。烦，包括烦恼、急躁；惊，包
括惊悸、失眠、谵语等。由此，该
方也可用于癔病、神经官能症、
癫痫、精神分裂症、高血压病等
多种疾病，凡涉及头痛、眩晕、惊
悸、失眠、精神障碍者，均可参考
选用。该方补泄兼施，和解镇
固、散郁降逆，功效极其周到。
该案例剔除原方中的铅丹，改用
磁石镇固守神，潜其浮阳；加入
麦冬滋阴养心，栀子去心火以解
郁。诸郁解散，少阳枢机转运有
序，由郁结而形成的高血压病，
自然会随之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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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萸汤证治

大承气汤证治

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治

初诊：刘某，70 多岁，
体胖。每逢天气变化，遂
发头痛，而以崩顶为烈。
追问病史，罹患高血压病
10 余 年 。 近 期 患 者 因 劳
累、烦躁，头痛增剧，时常
吐涎，口淡不渴。

刻 诊 ：血 压 为 160/90
毫米汞柱，舌润质淡，脉
弦细而滑。患者自述每次
服用凉药则胃中不适，而
服用温药则安然。细思脉
证，与《伤寒论》吴茱萸汤

证较为合拍。
方药：党参 30 克，吴

茱 萸 6 克 ，大 枣（剖 开）5
枚，生姜 10 克。共 3 剂。

患者服药后头痛、吐
涎 渐 减 。 上 方 加 藁 本 10
克，患者服药 5 剂后，症状
消失。为巩固疗效，改用
吴茱萸（轻捣）3 克，生姜 5
片，大枣（剖开）5 枚，砂仁
皮 3 克，沸水冲浸，当茶饮
之。1 个月后追访，患者
头痛未再发作。

按语：患者年龄较大、
体胖，系脾湿壅聚之质。
从其头痛、吐涎、喜温等
象揣测，是由阳气不升，
浊阴上泛，引动肝气上逆
所致。恰如《伤寒论》中
记载：“干呕吐涎沫，头痛
者，吴茱萸汤主之。”该方
温中补虚，降逆行痰。后
加辛温之藁本，厥阴引经
药也，善治巅顶头痛，但
不可量大久用，以防伤阴
之弊。

如何缓解颈椎病
□张兆振

动作一：“与项争力”先做立
正姿势，两脚稍分开，双手撑腰，
练习时头颈向右转，双目向右后
方看；还原至预备姿势；低头看
地（下颌能触及胸骨柄为佳）；还
原动作宜缓慢进行，以呼吸一次
做一个动作为宜。

动作二：“往后回看”预备姿
势同上。练习时头颈向右转，双
目向右后方看；还原至预备姿
势；头颈向左转，双目向左后方
看；还原动作也要配合呼吸缓慢
进行。

动作三：“回头望月”预备姿
势同上。练习时头颈向右后上
方尽力转，上身躯干随同略向右
转，双目转视右后上方，仰望天
空；还原至预备姿势；头颈向左
后上方尽力转，上身躯干也随同
略向左转，双目转视左后上方，
仰望天空；还原。呼吸一次做一
个动作。

以上3个动作，每天1次，每
次30分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正
骨医院）

清热润肺食疗方
原料：猪蹄肉500克，罗汉果半个，西洋菜700克，南杏仁60

克。
做法：猪蹄肉、罗汉果洗净；西洋菜切短、洗净；南杏仁用开

水煲，去衣。将罗汉果、南杏仁放
入锅内，加清水适量，武火煮沸后，
放入猪蹄肉、西洋菜，再煮沸后，文
火煲2小时~3小时，调味后即可食
用。

功效：清热润肺，化痰止咳。
适用于肺热之燥咳、咽干口燥，或
咽喉干痛、咳声嘶哑，或燥热便秘
等。可应用于支气管炎属肺燥有
热者。

（该验方文图由河南省中医院
黄泽春提供）

外用：热型可选清凉膏等
软膏外擦。血燥型可选京红粉
软膏，黑豆馏油软膏，黑红软膏
外擦；血瘀型可选豆青膏，黑豆
馏油软膏外擦。

方药：辨证选方。
组方一：鸡血藤15克，当归

6 克，白芍药 10 克，天冬 15 克，
麦冬1克，生地黄15克，白藓皮
15克，防风6克。

组方二：川芎 6 克，桃仁 6
克，红花 6 克，丹参 6 克，防风 6

克，赤芍药6克，牡丹皮6克。
按语：该病是一种极易复

发的慢性皮肤病，而且近年来
好多患者用药不规范或有些药
物副作用大，造成频繁复发状
况。笔者长期观察牛皮癣的发
病规律，发现其夏季较轻，冬季
较重，春季易发。根据中医理
论，春主风，风为春天的主气，
具有升发向上、向外的特点，在
皮肤病中表现为瘙痒、脱屑极
易复发。笔者运用了“中医未

病先治”的道理，依据牛皮癣中
医辨证治疗与血液、风有关的
道理，科学辨证，立春前进行一
个 月 的 科 学 预 防 ，令 患 者 满
意。同时，笔者主张牛皮癣应
该防治并重。有的患者一旦临
床治愈就忽视了预防，一旦复
发又去治疗，这样十分痛苦。
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防大
于治。

（作者供职于尉氏县张市
镇陆口村卫生所）

辨证治疗牛皮癣
□何洪涛

牛皮癣，西医又称银屑病，属于中
医的松皮癣或白疕风，是一种反复发
作的慢性皮肤病。其病因病理多因热

之邪结聚于皮肤，则局部气血运行失
畅，气血久郁则生热，故见瘀点；气血
不畅则皮肤濡养不足，不断产生鳞屑。

症状：皮疹发生及发展迅速，皮肤潮红，不断出现鳞屑较多表层易剥离基底有点状出血
瘙痒明显常伴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大便干，小便黄，舌质红，舌苔黄或腻，脉弦滑或数。

辨证：内有蕴热。
治法：清热、凉血、活血。
方药：凉血、活血汤加减，生槐花30克，白茅根30克，生地黄30克，紫草15克，赤芍药

15克，丹参15克，鸡血藤30克。

血热型主证：

血燥型主证：

症状：病程较久，皮疹色淡，原有皮损部分消退。舌质淡红，苔少，脉缓或沉细。
辨证：阴血不足，肌肤失养。
治法：养血、滋阴、润肤。
方药：养血解毒汤加减。鸡血藤30克，当归15克，丹参15克，天冬10克，麦冬10克，生

地黄30克，土茯苓30克，蜂房15克。

血瘀型主证：

症状：色暗红，经久不退。舌质紫暗或见瘀点，脉涩或细缓。
辨证：经脉阻滞，气血凝结。
治法：活血、化瘀、行气。
方药：活血散瘀汤加减。三棱15克，莪术15克，桃仁15克，红花15克，鸡血藤30克，鬼

箭羽30克，白花蛇舌草15克，陈皮10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