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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痰浊与瘀血皆为气血津液代谢异常而致 ,在生理上津血同源 ,在病理上痰瘀交结 ,变化多端 。

痰瘀为脑病的基础病机 ,在其治疗中应重视从痰瘀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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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教授是我院硕士生导师 ,在数十年的工作

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 ,特别是对脑病的病

机 、治疗有独到的见解 ,主张从痰瘀论治。笔者认

为 ,李军教授的观点对中医的精髓有继承又有发

扬 ,观点鲜明 ,对临床医务工作者具有指导价值 。

现将其理论观点及典型医案摘述如下:

1.理论观点

痰浊与瘀血是两种不同的病理产物 ,皆为气血

代谢异常而致 。由于生理上津血同病 、气血相关 ,

从而决定了病理上痰瘀同源 、交结的格局。历代前

贤对痰瘀同源 ,痰瘀互衍提出了许多观点看法 。明

·张景岳认为“痰涎皆本气血 ,若化失其正 ,则脏腑

病 ,津液败 ,而气血即成痰涎” 。清·唐容川于《血证

论》中曰“须知痰水之雍 ,由瘀血使然” , “血积既久 ,

亦能化为痰水” 。脑病的发生与痰浊蒙蔽清窍关系

密切 ,如陈士铎所云:“若痰积于胸中而盘踞与心

外 ,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 。脑病的发生以老年人

为多 ,人至老年 ,脏腑虚衰 ,必致气虚 ,气虚则血行

无力 ,久则成瘀。基于此 ,李军教授认为现代人紧

张的生活节奏 、巨大的生活压力及营养的过盛每致

气血失调 、腑腑失和 、痰浊内生 ,在发病过程中存在

不同程度的痰瘀证侯 ,尤其在脑病发展过程中贯穿

其始终 。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疾病发生发展的

直接因素。瘀血不除 ,痰浊不消 ,缠绵日久又阻碍

了气机和气化的功能 ,形成恶性循环使病机更加复

杂化 ,症状变化多端 。在治疗上力主痰瘀同治为脑

病治疗之本。

2.验案

2.1 脑积水

王某某 ,女 , 66 岁。以“头胀痛进行性加重二

月”来诊 。诊时症见:头晕 、头痛 、头胀 ,以右侧额顶

部为著 ,痛甚时伴恶心 、耳鸣 ,唇舌紫黯 ,舌下散在

瘀点 ,舌苔腻而微黄 ,脉沉涩。头颅 CT 示:1.脑积

水(量约 60ml);2.脑萎缩。诊断:头痛(痰瘀交结)

治疗以益母草 30g ,川芎 10g ,地龙 10g ,全蝎 6g ,仙

茅 12g ,淫羊藿 20g ,水蛭 6g ,白芷 8g 为基础方 ,随

证加减治疗 15天症状明显改善 ,治疗二月复查CT

示积水量减少 ,后继以上方治疗兼以调理治疗六

月 ,症状消失 ,复查头颅 CT 示积水消失。

按:脑积水是由于脑脊液循环或吸收障碍而引

起的 ,不论何种脑积水都可致局部或弥漫性脑部血

液循环障碍 ,引起头痛等症 。在中医属“头痛”范

畴 ,多从瘀而治。在治疗本证过程中 ,李军教授更

注重于痰瘀同治 ,认为水属痰涎 ,痰滞则血瘀。在

治疗中重用益母草以利水活血佐以活血通络散瘀

之品 ,以白芷引药直达病所 ,痰瘀既去 ,诸证乃安 。

2.2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张某 ,女 , 53 岁 。以“恶寒 、多汗三月”来诊 。

患者三月前头面部外伤后出现恶寒多汗出 ,查头颅

CT 示:腔隙性梗塞 。曾就诊于多家医院 ,多以温

阳散寒之法治之 ,无效。来诊时时值盛夏(气温 30

余度),身着毛衣 、毛裤 、棉鞋仍感寒冷 ,夜间需睡热

炕以取暖 ,伴心烦 ,肢体麻木 ,面色黯暗 ,舌质紫暗 ,

舌下密布细小瘀丝 、瘀点 ,苔腻浊 ,脉沉涩 。诊断:

寒证(阴虚血瘀 ,营卫失调)。治以益阴活血 ,调和

营卫 。处方:白芍 15g ,当归 12g ,丹参 15g ,半夏

10g ,桂枝 8g ,黄芪 24g ,生姜 4片 ,细辛 3g ,五味子

15g ,焦三仙各 12g 。服上方 12剂出汗止 ,恶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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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后守上方随证加减治疗三月已基本恢复如常

人。

按:患者一派寒凉表现 ,但综合其舌 、脉 、证判

定 ,患者以血瘀为主 ,兼以阴虚。李军教授认为患

者素体阴虚体质 ,外伤后痰瘀互结于经脉 ,阳气不

得外展 ,营卫失和所致。在治疗上以活血祛瘀养阴

为主 ,兼以温养脾胃固其本 ,从而瘀血得祛 ,新血得

生 ,气血得行 ,则营卫调和 ,其病自愈。

2.3 顽固性失眠

冯某某 ,女 , 60 岁。主因“脑膜瘤术后失眠二

月”来诊。患者两月前行脑膜瘤切除后出现失眠 ,

每日睡 1至 2小时 ,严重时整夜不能入睡 ,每晚自

服“安定片” 3至 5片效果不明显 ,伴心悸 ,心烦易

怒 ,左侧肢体麻木 ,面色红 ,舌暗 ,舌下瘀点 ,舌下脉

络粗曲 ,苔黄腻 ,脉沉弦。查体:Bp178/100mmHg ,

行走不稳向左侧倾倒 ,心肺(—), NS:左侧上下肢

肌力 IV 级 ,左下肢浅感觉稍差 。诊断:不寐(痰瘀

交结 ,肝阳上亢)。方予天麻 10g ,胆南星 12g ,水蛭

8g ,草决明 15g ,葛根 15g ,菊花 15g ,赤芍 10g ,川牛

膝 15g ,钩藤 15g , 莶草20g ,蝉蜕8g ,神曲 25g ,山

楂 15g 。以上方为基础方治疗 14天 ,患者喜告曰:

“每晚已可睡 5 ～ 6小时 ,心悸 、烦躁消失” 。

按:不寐在中医多归因于心脾两虚 ,气血亏怯

等 ,从痰瘀而治者甚少 。但李军教授不拘泥于此 ,

认为患者久病必瘀 ,复因脑部手术外伤血瘀加重 ,

痰瘀互结 ,阻于脉络 ,血不上荣 ,神失所养 ,发为不

寐。且患者素体肝阳偏亢 ,故治疗以活血化瘀为

主 ,兼以平肝潜阳。李军教授在本案中未用一味安

神之品 ,但求其本 ,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

以上三则病案充分体现了中医异病同治的精

髓 ,更体现了辨证论治在中医诊治疾病中的重要

性。
(收稿日期:2004-02-27)

灯盏花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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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灯盏花素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分别观察灯盏花素治疗组

(54例),对照组(52例)治疗前后的心绞痛发作频率 、静息心电图的变化。结果 灯盏花素组在减少心绞痛

发作 、改善异常心电图缺血方面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 灯盏花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可明显改善临

床症状 ,是一种有希望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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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盏花素从纯天然植物灯盏花草中 ,经现代工

艺提取 ,精制而成的注射剂。具有扩张血管 ,解除

血管痉挛 ,增加血流量 ,改善冠脉循环之功效 。近

年作为缺血性心脏病重要的治疗药物被广泛用于

临床 ,并取得良好疗效。现将我院近年收住院的冠

心病心绞痛患者应用灯盏花素治疗总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106例患者均符合 1979年国际

心脏病学会及世界卫生组织(WHO)临床命名诊断

标准[ 1] 。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治疗组54例 ,

男 32例 ,女 22例 ,年龄 32 ～ 82岁 ,平均 63.4±8.

4 ,病程 3个月 ～ 21年 ,平均 8.9±4.83。合并高血

压 26例 ,陈旧性心梗 8例 ,糖尿病 20例 ,高脂血症

36例。对照组 52例 ,男 32例 ,女 20例 ,年龄 34 ～

78岁 ,平均 64.5±9.2 ,病程 2 个月 ～ 23年 ,平均

9.2±5.21。合并高血压 24 例。陈旧性心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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