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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何首乌30 g，细生地黄30 g。14剂，水煎服。
3诊：2007年5月21日。大便日行2次，质软成形，纳可寐安，

精神转佳，声音洪亮。舌偏红，苔薄，脉弦细。处方：炙黄芪

30 g，潞党参30 g，炒白术12 g，淮山药30 g，北沙参15 g，天花粉

15 g，黄柏10 g，虎杖30g，制黄精30 g，女贞子10 g，炙鸡内金

10g，香谷芽30 g。14剂，水煎服。
患者坚持服药调理，全身状态佳，3年来复查未见复发转移。
按语：《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论痰凝、瘀

血、积热等病邪致病，必须是在正气亏虚抗邪无力时，才能积

而成癌肿。手术可去除病变，化疗可进一步杀死癌细胞，但亦

损伤了气血阴津，术后大便次数多，溏薄，胃纳欠馨，口干喜

饮，神疲易倦，均为气血阴津亏损之征。治则应重在益气健脾

恢复正气，以固扶后天之本，化疗严重耗伤气阴，故加养阴之

品，另一方面，祛邪也必不可少，有效抗肿瘤药物大多属于清

热解毒药。虎杖、仙鹤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是柏连松临

床常用的抗肿瘤药。全方扶正祛邪、标本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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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教授，国家级名老中医，陕西省名中医，博士研究生

导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国医大师张学文学术思想与临床

研究所所长。李师从事临床与教学40余载，主要从事心脑血

管疾病的研究与诊治，并力倡“脑当为脏论”。李师对痰瘀致

病亦有独到的见解，在“怪病多痰、久病多瘀”理论指导下，灵

活运用涤痰化瘀法，对诸多内科疑难杂病，辨证施治，屡起沉

疴。笔者有幸侍诊，聆听导师教诲，受益匪浅，现将李师对痰

瘀理论及从痰瘀论治病症的诊疗思路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1 津血同源，痰瘀互生

痰、瘀是机体代谢失常所形成的病理性产物，同时又是

新的致病性因素。津滞成痰，血滞成瘀，津液的代谢失常与停

经之血、离经之血相互为患，互生互长。李军教授认为津血同

源是痰瘀互生的生理性基础，痰瘀互生是津血同源病理性之

表现。

1.1 津血同源 气血津液是维系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

影响因素，气机调畅，津血充足，是促进机体新陈代谢的物质

基础。《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

行。”《灵枢·营卫生会篇》说：“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

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

血。”详细阐述了津与血的生成共源于脾胃化生之水谷精微，

皆赖于脾的吸收、运化和输布，皆属于阴精，是人体生成的基

本物质，有滋养和濡养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1]。《章太炎医论》
亦认为“萦绕于人之一身，使营养不匮者，血与津而之……所

自有者唯血与津也。”古人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早已认识到“津

血同源”[2]，《灵枢·营卫生会篇》说“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

血”，《伤寒论》中也有“亡血家不可发汗”之告诫。
1.2 痰瘀互生 痰瘀互生之说，历代前贤各有论述，《诸病源

候论·诸痰候》说“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结聚而不消

散，故成痰也。”张景岳认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

化，此痰亦即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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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血证论》中说“须知痰水之为

壅，由瘀血然”，也提出“血瘀既久，亦能化为痰水。”更明确地

阐述了痰瘀互生互化之病理过程。岳美中亦提出“津液不能

蒸化，血行缓慢迁滞，导成痰浊、瘀血。”邓铁涛教授[3]认为“痰

与瘀都是津液之病变，两者异中有同，并提出痰是瘀的早期

阶段，瘀是痰的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李军教授认为痰瘀既是

病理结果，也是新的致病因素，在疾病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痰

瘀常相互为患，或因痰致瘀，或因瘀致痰，或痰瘀同病。同时，

认为气是津与血正常运行的基本动力，气机升降失常，气虚

鼓动无力，亦可使津滞成痰，血滞成瘀，痰瘀交滞，互生互长。
郭蓉娟等[4]认为痰饮和瘀血共同存在是痰瘀互结互生的前提

条件和前期阶段。
2 痰瘀同治，气血兼调

痰、瘀为病常起病缓慢，病情复杂，且缠绵难愈。朱良春

教授认为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5]。李军教授临证

多年，认为病变日久，痰瘀交结的病机逐渐形成，故应做到

“见瘀及痰”“见痰及瘀”“痰瘀同治”“气血兼调”[6]。且须分清

痰瘀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痰病可致瘀，瘀病亦可致痰，同时，

认为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故气机调畅与否，对痰瘀的形成

有重要影响。《丹溪心法》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者而治气，气

顺则一身津液也随气而顺矣。”《血证论》提出：“凡治血必调

气，使气不为之病，而为血之用，斯得之矣。”因此，对痰瘀证

的治疗大法，李军教授提出应痰瘀并治，祛瘀化痰贯彻始终，

治疗中又当谨守病机，详辨瘀血痰浊之孰重，或祛瘀为主，辅

以化痰，或化痰为主，辅以祛瘀，或化痰祛瘀并举[7]。并酌情予

以行气理气之品，令气机调畅，血脉通利，则痰浊可祛，瘀血

可清。
3 典型病案

3.1 案例1 患者，男，40岁，2015年1月15日初诊。以“间断性

头晕5年，加重2个月余”为主诉，患者有高血压病史5年，常口

服“依那普利片，5 mg，睡前1次”等降压药物，血压控制欠佳，

近2个月来，血压时高时低，头晕较前加重，平素嗜食肥甘，喜

饮烈性白酒，性格急躁易怒。刻诊：头晕头痛，偶有恶心，双眼

视物模糊，纳食一般，夜眠差，小便可，大便黏滞不爽，2～3次/d。
面色晦暗，唇舌黯，苔黄厚腻，舌下瘀丝、瘀点，脉沉涩。今测

血压145/100 mmHg（1 mmHg=0.133 kPa）。血脂：总胆固醇：

5.98 mmol/L （3.10 ～5.69 mmol/L）; 甘 油 三 酯 ：14.32 mmol/L
（0.56～1.47 mmol/L）。中医诊断：眩晕，辨证为肝热痰瘀交滞

证；西医诊断：（1）高脂血症；（2）高血压病。治法：清肝涤痰化

瘀。予以丹栀桃红保和汤加减。处方：牡丹皮20 g，栀子15 g，桃

仁15 g，红花12 g，神曲20 g，焦山楂15 g，莱菔子15 g，陈皮15 g，

姜半夏15 g，连翘15 g，茯苓15 g，水蛭6 g，土鳖虫10 g，钩藤15 g
（后下），葛根15 g，土茯苓30 g，胆南星10 g，石菖蒲10 g，白头

翁15 g，12剂，1剂/d，水煎服，嘱：忌饮酒，清淡饮食。
2诊：2015年1月28日，头晕头痛等不适明显减轻，精神转

佳，面色较前明亮，夜眠仍差，血压控制在120/90 mmHg左右，

复查血脂：甘油三酯6.21 mmol/L（0.56～1.47 mmol/L）。唇舌黯，

苔薄白，舌下瘀丝瘀点，脉沉滑。予以首诊处方去土茯苓、葛
根、钩藤、白头翁，加姜黄12 g，郁金12 g，蝉蜕8 g，12剂，水煎

服，嘱西药降压药减半服用。后患者多次复诊，仍按原方予以

随症加减，服药3个月，诸症悉除。电话随访，复查血脂：甘油

三酯：1.7 mmol/L（0.56～1.47 mmol/L），血压基本正常，现已停

服降压药，嘱其少食肥甘厚味，忌饮烈酒。
按语：祖国医学虽无“高脂血症”之名，但其病因病理可

属中医的“痰浊、血瘀”。本案亦属“眩晕病”之范畴。《素问·玄

机原病式·五运主病》认为本病的发生是因“风火皆属阳，多

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丹溪心法·头

眩》则偏主于痰，提出“无痰不作眩”的主张。本例患者平素嗜

食肥甘、喜饮烈酒,久则损伤肝脾，致使脾失健运,痰浊内生,故
见急躁易怒、头晕、呕恶、苔黄厚腻、脉滑、大便黏滞不爽等肝

热痰湿之象。又日久可因痰致瘀,痰瘀交滞为患,故见唇舌紫

黯、舌下瘀丝、瘀点、脉沉涩等血瘀之症。李师据此辨证为肝

热痰瘀交滞，痰重于瘀。故治疗以治痰为先，兼以清肝化瘀，

方选丹栀桃红保和汤加减，以神曲、山楂、莱菔子、陈皮、半
夏、茯苓、胆南星、石菖蒲等消积涤痰；牡丹皮、栀子、钩藤、野
菊花等清肝凉肝，桃仁、红花、土鳖虫、水蛭等活血化瘀；姜

黄、郁金等疏肝理气活血。后按此法随症加减化裁，调理3个

月，患者眩晕痊愈，各检验指标基本正常，血压亦逐渐如常。
3.2 案例2 患者，男，51岁，2015年3月19日初诊。以“左侧肢

体无力2个月余”为主诉。2个月前自觉头晕伴左侧肢体乏力，

于当地医院查头颅CT示：“右侧基底节区脑梗死”。遂住院治疗，

并予以“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钙片、甲钴胺”等口服，效欠

佳。刻诊：右侧肢体困乏无力，偶有流涎，言语稍差，偶有头晕

头痛，急躁易怒，口渴不欲饮，纳可，夜眠差，小便正常，大便

干，2～3日一行。查体：形体偏瘦，口角稍右斜，双手握力可，左

手稍差。唇舌紫黯，苔薄白，舌下瘀丝、瘀点，脉沉弦涩。今晨

测血压140/78 mmHg。近1年来血压升高（一直未服降压药）。
查颈部B超示：双侧颈动脉斑块形成。中医诊断：中风后遗症，

辨证为痰瘀交滞脑络；西医诊断：（1）脑梗死；（2）高血压病。治
法：活血化瘀，祛痰通络。予天葛丹栀清脑通络汤加减，处方：

天麻15 g，葛根15 g，牡丹皮15 g，栀子15 g，丹参20 g，赤芍15 g，

水蛭6 g，川芎12 g，决明子15 g，姜半夏15 g，山楂15 g，土鳖虫

10 g，胆南星10 g，石菖蒲8 g，血竭3 g（冲服）。12剂，水煎服，

1剂/d。每晚药渣再煎泡脚。

2诊：2015年4月2日，左侧肢体乏力较前稍改善，但仍时有

流涎，言语仍差，四肢稍有浮肿，大便稍稀，1～2次/d。舌脉同

前，予以上方加白芷8 g，红景天20 g，银杏叶15 g，鬼箭羽15 g，

12剂，水煎服，1剂/d。
3诊：2015年4月15日，近半月来已无口角流涎，吐字清晰，

精神较佳，四肢水肿亦减轻，但仍觉左侧肢体乏力，自觉咽中

痰多，难咯出。血压：130/70 mmHg，唇舌黯，苔薄白，舌下瘀

丝、瘀点，脉沉细滑。予以2诊处方加陈皮15 g，胆南星增至

12 g，12剂，水煎服，1剂/d。后患者多次复诊，按原方予以随症

加减，调理3个月后，诸症锐减，血压基本正常。随访半年，未

有复发。
按语：《临证指南医案·中风》认为“精血衰耗，水不涵木

……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是本病发生的主要机理。王清任亦

认为是由于“气虚血瘀”所致，并创立“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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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等名方。本例患者，李师据其“头晕头痛、口角流涎、口渴

不欲饮、唇舌紫黯、舌下络脉瘀丝瘀点、脉沉弦涩”等症，辨证

为“痰瘀交滞脑络”，且认为是瘀重于痰，由瘀致痰，痰瘀互结

而为病。故用药上活血药味多于祛痰药，同时配以清肝、疏肝

行气之品，随症加减变化，全方配伍特点：痰瘀同治，重在化

瘀，理气化痰，贵在行气，瘀去则痰亦消，气行则脉络畅。调理

3个月，终获良效。
3.3 案例3 患者，男，46岁，于2016年1月12日初诊。以“双下

肢肿胀疼痛2年，加重伴下肢无力半年”为主诉。患者2年前无

明显诱因突发左下肢肿痛，被诊断为“下肢静脉血栓”，经下

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缓解，半年前症状突然加重，经治疗症

状缓解不明显，行走乏力，至多行走约100 m即需休息，现为进

一步诊治特来就诊，纳食可，夜眠一般，二便调。查体：血压：

120/80 mmHg，神清、精神差，双下肢指压凹陷性水肿（+），双

下肢皮肤青紫，瘀点散布，全身泛发脂肪瘤。唇舌紫黯，苔薄

白腻，舌下脉络迂曲粗紫，脉弦滑。中医诊断：痹证，辨证为痰

瘀交结凝滞脉络。西医诊断：双下肢深、浅静脉血栓形成。治
则：祛瘀涤痰通络。予清脑通络汤加减，处方：决明子18 g，丹

参15 g，赤芍15 g，山楂15 g，水蛭6 g，川芎12 g，姜半夏12 g，茯

苓15 g，陈皮15 g，胆南星8 g，郁金15 g，姜黄15 g，皂角刺12 g，

浙贝母12 g，石菖蒲10 g，白芷10 g，神曲30 g，血竭6g（冲服），

三七粉3 g（冲服）。12剂，水煎服，1剂/d，嘱每晚药渣再煎泡洗

下肢。

2诊：2016年1月24日，双下肢肿胀较前减轻，行走时自觉

较前轻松，行走距离较前增加，夜休、纳食、二便均正常。查
体：血压：110/80 mmHg，唇舌紫黯，苔薄白腻，舌下脉络迂曲

粗紫，脉弦滑。前方血竭减至3 g，加乌梢蛇15 g，鬼箭羽15 g。12
剂，水煎服，1剂/d。

3诊：2016年2月4日，双下肢肿胀较前减轻，行走较前明显

轻松，行走距离亦明显增加，可行走约2000 m，并可自行上至2
楼，长时间坐位或站立仍感双下肢肿胀，经活动及卧床休息

后可缓解。查体：血压：110/80 mmHg，舌脉同前。予上方加用

水蛭6 g，京三棱12 g。12剂，水煎服，1剂/d。继续每晚药渣再煎

泡洗下肢。后患者多次来诊，均用原方随症加减化裁，治疗4
个月余，症状明显好转，双下肢肿胀明显减轻，疼痛不甚，色

素沉着改善，行走距离增加至3～4 km，余无不适。
按语：患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

舌脉，辨证痰瘀交结凝滞脉络，痰瘀并重，故治疗上注重痰瘀

同治，药用以活血与化痰药并举。方用李师经验方清脑通络

汤加减，取其活血化瘀，涤痰通络之功，本方决明子有清肝

热、清脂通腑之效；赤芍、姜黄、血竭、三七粉共奏活血祛瘀之

效；川芎行气活血；合用二陈汤可加强利湿化痰之功，加用皂

角刺、浙贝母、京三棱以软坚散结，乳香、没药活血化瘀，消肿

止痛。全方化痰不忘瘀，祛瘀兼化痰，痰瘀同治，兼以行气消

肿，使痰瘀化、气机调脉络通、正气复。同时嘱每晚用药渣再

煎泡洗下肢，以增强活血通脉之功。随症加减，患者症状缓解

明显，且随访未曾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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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建设中医药特色服务机构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的通

知》，要求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加强健康服务设施建设，建设高端医疗、中医药特色、康复疗养等服务机构。《通知》明确，天津

健康产业园、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山东青岛市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广西桂林市、海南三亚市等13家首批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要根据示范基地创建的总体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依托特色健康服务和旅游环境开

发服务新业态，建设各具特色的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要加强健康服务设施建设，建设高端医疗、中医药特色、康复疗养、休

闲养生等服务机构，推动建设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和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等。《通知》要求，各示范基地要推动社会

办医政策落地，进一步贯彻落实促进社会办医的有关政策，建立公开、透明、平等、规范的社会办医准入制度，允许公立医

院根据规划和需求，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强健康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针对健康服务机构、

旅游服务机构等相关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语言培训，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区域性医疗卫生技术

及服务人才有序流动的机制。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日期：2017-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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