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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根鱼教授临床验案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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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通过通腑泄热止哮喘 ,活血利水治颈椎间盘突出症 ,滋阴润燥治舌痛 ,活血解毒治高凝血症等病
案借以分析和学习陶根鱼教授的临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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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陶根鱼教授是全国著名中医专家 ,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临床擅长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
杂症。笔者随导师出门诊一年余时间 ,收获极大 ,

现将导师的一部分病案报告如下 ,和同道一起体会
名医的临证思路。
病案 1　通腑泄热止哮喘

患者张某 ,男 , 60岁 ,咸阳市国棉七厂退休职
工 , 2004年 5月 11日初诊。患者既往有十年哮喘
病史。自诉 3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气喘、胸
闷、伴有少量黄痰等症状。检查 :胸部胀满 ,叩诊两
肺过清音 ,肺界下移 ,心浊音界缩小 ,听诊双肺有广
泛哮鸣音。患者一般情况可惟大便五日未行 ,有便
秘病史。其舌红苔厚而黄 ,脉沉数。辨证 :腑实肺
热 ,浊气上逆 ,肺失敛降。治法 :通腑泄热 ,降气平
喘。方药 :大黄 10 g (后下 )、枳实 10 g、厚朴 10 g、
苏子 10 g、葶苈子 15 g、杏仁 15 g,水煎服。3剂后 ,

患者打来电话 ,言效果极好 ,大便通畅后 ,哮喘症状
已完全缓解了。
　　按 :该患者素有哮喘病史 ,每遇天气转冷就容
易发作 ,但这次哮喘发作却无明显诱因从其临床表
现来看 ,咳嗽、咳黄痰、舌苔黄厚、脉沉数 ,当属一派
肺热之象 ,但导师抓住患者“大便五日未行 ”这一
辨证要点 ,从肺、肠同病入手辨证施治 ,用小承气汤
通泄肠腑 ,下泄浊气 ,葶苈子泻肺平喘 ,苏子、杏仁
既能平喘也可通便。暗合“喘促不宁 ,痰涎壅盛 ,

右寸实大 ,肺气不降者 ,宣白承气汤主之 [ 1 ]。”由此
可体会导师的辨证思路。该病案辨治十分精炼。
病案 2　活血利水治颈突 (颈椎间盘突出症 )

患者曹某 ,男 , 42岁 ,礼泉县一中教师 , 2004年
10月 21日就诊。自诉由于长期伏案写作 ,从 2002

年 3月份开始出现头晕、耳鸣等症状 ,且病情逐渐
加重。2年来多方求治 ,病情时好时坏迁延难愈 ,

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就诊时表情痛苦 ,心情迫
切。检查 :头颈转至一定位置时头晕感就会加重 ,

以手触摸颈项部至 C3 - 4时左侧有明显压痛感。导
师认为属颈椎间盘突出症 ,随后门诊 CT诊断 C3 - 4

颈椎间盘突出。患者舌淡胖、苔白水滑 ,舌下脉络
有瘀滞。辨证 :瘀血内停 ,水瘀阻络。治则 :活血利
水通络。方药如下 :仙鹤草 30 g,泽泻 30 g,葛根
18 g,地龙 12 g,水蛭 6 g,赤小豆 30 g,丹参 15 g,牛
膝 15 g,蝉衣 10 g,白术 10 g , 7剂后。患者自言眩
晕、耳鸣感明显减轻 ,效不更方 ,上方加茯苓 10 g,

白术 15 g,继服。后以活血利水为主 ,佐以健脾渗
湿之方药 ,调理一月余 ,患者诸症状消失。
　　按 :眩晕之症 ,原因复杂 ,中医多从平肝潜阳 ,

祛风湿、补肝肾、化痰降浊、补益气血等方面施治。
但导师认为瘀血阻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临床并不
鲜见 [ 2 ]。需要说明的是上方中仙鹤草本属止血
药 ,似与病情不符 ,但导师用仙鹤草治劳力脱伤 ,这
与颈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颈部肌肉劳力脱伤是吻
合的 [ 3 ]。另外白术和泽泻组成泽泻汤 ,“心下有支
饮 ,其人苦冒眩 ,泽泻汤主之。”可以治疗水饮上泛
的眩晕证 [ 4 ]。笔者亲见导师对多例颈椎间盘突出
症病案从活血利水着手进行辨证施治 ,均获显效。
病案 3　滋阴润燥治舌痛

患者陈某某 ,男 , 48岁 ,西安市西郊某厂职工 ,

2004年 12月 2号初诊 ,自诉从 2000年以来 ,经常
舌头疼痛 ,不敢吃辛辣刺激之物 ,吃饭只能吃淡味 ,

口唇干 ,数年来中、西药不断 ,但效果甚微。检查 :

口腔无溃疡 ,咽不红肿。患者一般情况可 ,舌淡有
裂纹、少苔、脉弦细。辨证 :阴虚内燥 ,治则滋阴润
燥。方药 :玄参 10 g,麦冬 12 g,桔梗 10 g,炙甘草
10 g,花粉 15 g,白芍 20 g, 7剂后 ,患者舌痛、舌裂
之症状已缓解 ,继服上方 2 W后 ,症状消失。
　　按 :舌痛、舌裂临床比较少见 ,导师根据患者的
临床表现及舌脉辨为阴虚内燥 ,用玄麦桔汤合芍药
甘草汤调治获效。玄麦甘桔汤本是治疗慢性咽痛
之良方 ,用来治舌痛 ,是因二者都有阴虚之病机。
芍药甘草汤是中医止痛之效方 ,二方合用标本兼
治 ,故获良效 [ 5 ]。
病案 4　活血解毒治高凝症 (高凝血症 )

患者郭某某 ,男 , 60岁 ,国家某部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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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9月 10日初诊。自诉从 1987年起 ,左下肢
肿胀疼痛 ,在北京某大医院按左腿静脉炎治疗好
转。2000年元月又并发肺栓塞 ,治疗后好转后于
同年 3月份施行下腔静脉滤过网手术。2003年 3
月又出现双下肢肿胀疼痛 ,无法站立行走 ,乘飞机
坐过 1 h双下肢就肿胀疼痛难以忍受。在北京诊
断为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下腔静脉中下段充填
性血栓形成。经抗凝治疗后好转。此后病情多次
反复 ,迁延难愈 ,患者非常痛苦。后经友人介绍 ,遂
从京城赶来求导师诊治。检查 :双下肢肿胀异常 ,
皮肤颜色紫暗 ,左下肢尤甚。患者舌质暗 ,苔白腻 ,
舌下脉络瘀滞 ,脉沉涩。辨证 :瘀血阻滞 ,湿毒内
蕴 ,脉络不通。治法 :活血化瘀 ,解毒利湿。方药 :
莪术 15 g,地龙 12 g,水蛭 10 g,牛膝 15 g,金银花
20 g,黄柏 10 g,虎杖 15 g,三棱 15 g,红花 10 g,丹
皮 15 g,生地 15 g,栀子 12 g,白花蛇舌草 20 g,三七
粉 (冲 ) 6 g, 7剂后 ,再诊时患者自觉双下肢有轻松
感。检查时见双下肢肿胀略退。上方去掉丹皮、生
地 ,加紫草 30 g,土元 10 g水蛭用量增至 12 g。14
剂后 ,患者症状日渐减轻。遂在此方基础上 ,再配
合温通经络之方药局部熏洗。如此调理 4个月左

右 ,患者双下肢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肿胀已不明显。
现仍在门诊服用汤药巩固疗效。
　　按 :该患者属高凝血症 ,高粘血体质 ,病情较
重 ,属疑难病证。西医给患者下腔静脉安装滤过网
后 ,病情仍反复 ,不能缓解。导师治疗初期用活血
化瘀之重剂 ,配伍以清热解毒利湿之药物施治 ,获
效后 ,再配合温通经络药局部熏洗 ,最后配合扶正
固本的方法 ,整个治疗过程次序井然 ,但主导思想
仍是活血化瘀 ,清解湿毒。该病例值得仔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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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脾虚、湿胜是泄泻发生的重要因素。祛风药性辛而升散 ,祛风胜湿 ,升举中阳 ,疏肝理脾 ,升清降浊之

功用 ,对中阳下陷、中焦湿滞、肝郁脾虚等型泄泻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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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泻一证四季皆可发生 ,夏秋多见 ,有急、慢之

分 ,慢性泄泻缠绵难愈 ,给患者生活带来极大的不

便。在临床上部分泄泻患者 ,凡辨证属中阳下陷、

中焦湿滞、肝郁脾虚者 ,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 ,我师

刘力教授、主任医师巧妙运用祛风药 ,常可提高疗

效。祛风药是指味薄气轻、具有轻扬上升发散之

性、以祛风为长的药物 ,如藿香、升麻、葛根、升麻、

羌活、防风、白芷、佩兰、桂枝、荷叶、柴胡等 [ 1 ] [ 2 ]。

体会如下。

1　中阳下陷型泄泻

“脾气主升 ,清气上升 ,浊阴下降 ,大便乃常 ”。

泄泻的主要病机脾气虚弱、阳气不升、清气下陷 ,泄

泻乃作。《灵枢 ·口问篇 》明确指出 :“故邪之所

在 ,皆为不足。⋯⋯中气不足 ,漫便为之变 ,肠为之

苦鸣 ”。《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中所说的“清气在

下 ,则生飨泄 ”就是对这种病理现象的高度概括 ;

治疗时不可轻用淡渗之品 ,因为脾气已经下陷. 再

予分利 ,是“降之又降 ,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也 ”。

《内外伤辨惑论 》李东垣指出其病机为“清气在下 ,

胃气不升 ”,遵“古人皆以升浮药治之 ”之旨 ,创制

升阳益胃汤、升阳除湿汤等一系列良方 ,方中羌活、

升麻、柴胡诸药 ,气味辛温 ,其气升浮。可助阳气升

腾 ,鼓舞胃气上行 ,并能舒展经络之气 ,使清阳发越

而浊阴下降 ,达到“下者举之 ,得阳气升腾而去 ”的

目的。祛风解表药轻扬升散 ,升举中阳之气 ,脾主

升清 ,清气上升 ,运化乃健 ,泄泻可止。李中梓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