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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呈祥教授在宫廷理筋术方面有深厚造诣，擅用手法结合中药治疗各类腰部筋伤疾病，

认为筋伤于骨，当筋骨并治；腰伤受邪，应补虚扶正；气血不贯，需辨位施治。治疗强调手法轻柔透巧；
骨歪筋僵当及时诊治；需外治筋骨、内调脏腑；运用功能训练可加速恢复。孙教授临床基于“筋柔骨正”
思想，根据患者腰部筋伤情况，采用旋转拉伸等手法，先柔筋脉，后正骨歪，收效迅速，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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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伤指凡因各种急性外伤造成的人体皮肤、

筋断等数种。现代医学认为，腰部筋伤涉及范围

皮下浅深筋膜、肌肉、肌腱、韧带及血管等软组

较广，包括腰部软组织扭伤、腰肌劳损、腰椎间

织的病理伤害，包含急性软组织损伤和慢性软组

盘突出症等。《医宗金鉴》云：“夫手法者，谓以

织损伤。中医认为，筋伤的发生发展与气血筋骨、

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 4 。孙老

[ ]

脏腑经络等有密切关系 1 ，急性腰扭伤等疾病即属
[2]

“骨错缝，筋出槽”范畴 ，“骨正筋柔”是治疗
[3]

[ ]

也强调应注意筋附于骨，而筋伤累于骨，应“筋
骨并治”，以求调节内外平衡，重构人体力学平衡。

骨伤科相关疾病的标准 。孙呈祥教授系北京中医

1.2

腰伤受邪，补虚扶正：《素问·痹论篇》载：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教授，早年师承清宫正骨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诸病源候论•腰脚

流派著名骨伤专家刘寿山教授。孙老行医 50 余载，

疼痛篇》曰：
“肾气不足，受风邪之所为也，劳伤

在继承恩师经验基础上，深入研究宫廷理筋术等

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风冷与真气相争，故腰

手法技术，汲取骨伤、推拿各科之长，亦结合中

脚痛。”孙老认为，腰部损伤病因与外受风寒湿邪

药辨证论治，在骨伤、筋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

有关，所致痹阻经络、气滞血瘀，若病程持久可

面形成了独到理论。孙老认为，筋伤一类病症虽

致肝肾亏损，导致气血不畅，病症加重，故提倡

较骨折、脱骱伤情为轻，但反而更难于迅速收效，

注重病因病机，精确辨证，补虚扶正，祛邪治标，

中医外治方法较多，疗效显著且安全，临床值得

标本兼治。

推广。笔者有幸拜孙老为师，现将孙老以手法为

1.3

主、医药为辅治疗腰部筋伤的经验介绍如下。

伤部位组织在变质、增生、修复过程中，形成粘

气血不贯，辨位施治：急慢性筋伤可导致损

连、瘢痕、钙化等病理性改变，导致受损组织水
1

病因病机认识

肿、变性和坏死。中医学认为，筋伤后瘀血内阻，

筋伤于骨，筋骨并治：筋连缀人体四肢的骨

气血不通则痛；分肉、筋骨间沫聚成痰，津液运

骼，并与骨组成关节，与脉构成筋脉。筋伤依临

行不顺则肿，痰瘀内凝遂成筋节；又肝肾亏虚，

床症状及病理表现又可分为筋硬、筋僵、筋聚和

气血虚弱，感受风邪，致使脉络闭阻，作肿作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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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则关节屈伸不利 5 。孙老认为，腰部筋伤诊治应

之筋膜，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肾主骨生髓，此

重视气血辨证，腰伤导致的气血不贯，应以“手

为筋骨活动之基，而所行之气作用于脾胃，故病

摸心会”来了解筋、骨、关节的位置，结合组织

虽在筋骨，然血气亦有损伤不调。
《正体类要》言

解剖学、影像学检查资料排除关节脱位，找准病

“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

灶点，指引后续手法应用，进行辨位施治。

脏腑由之不和” 9 ，故孙老提出筋伤的中医辨证治

[ ]

疗应在专注手法的基础上，考量五体之筋，提高
2
2.1

治疗思路

对内脏的养护和医治。外治法以活血化瘀、消肿

法从手出，轻柔透巧：筋伤病素有“骨错缝，

止痛、帮助伤口愈合为目的施展手法，内治法根

筋出槽”的特点，故治疗时，施用手法特色重在

据气血辨证，早期用药以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为

调整、放松相关肌肉筋脉，如拔伸、旋转、摇晃、

主，中期则用和营生新，晚期补益肝肾，温经通

屈伸等手法使筋僵恢复柔软，最后调整“骨歪”

络。诊治过程以“七分手法，三分中药”的宫廷

[6-7]

复位，以达“筋柔骨正”的目的

。孙老在宫廷

理筋术原则进行施治。

理筋术基础上所创之腰椎“旋转拉伸复位法”安

2.4

功能训练，加速恢复：传统功法是治疗筋伤

全性较高，所施手法以宫廷理筋术的传统特点

的重要方法之一 10 。功能锻炼可改善微循环，加

“轻”“柔”“透”“巧”为原则。“轻”一是指操

速椎管内炎性物质渗出的吸收，促进损伤的软组

作手法要轻柔、忌粗暴，“筋喜柔而不喜刚”；二

织修复 11 。孙老认为，筋伤治疗后期(恢复期)应

是指手法要“清晰”
，即手法操作娴熟准确，治疗

配合腰背部(腰背肌)功能锻炼，使血液流速加快，

不拖泥带水。
“柔”指手法本身要柔和，使患者“不

滋养肌肉组织，有利于筋伤缓解，缩短疗程。但

知其苦”从而放松，积极配合治疗。
“透”意为手

运用功法时应当注意根据病情合理选择，动静结

法治疗所用力量要透入皮下，直达病处，
“手随心

合，以动为主，循序渐进，贵在持恒。

[

[

]

]

转，法从手出”，施用手法需在“心神”指导下，
才会刚柔相济、和缓深透。
“巧”是指施术者手法

3

治疗方法

应以精巧为要。处理新伤时，手法宜轻宜缓，而

首先明确诊断病患疾病情况，具备手法治疗

处理陈旧损伤则可偏重，但手法轻重均是相对而

适应证并排除禁忌证后，方可予手法治疗。患者

言，总体应以患者耐受为宜，不应使其有痛苦感，

俯卧位，先以按法开启治疗，医者以左手掌叠加

否则筋脉对抗变硬，气血流通不畅，疗效欠佳。

右手背上，右手掌与患者脊柱长轴同向，从上向

骨歪筋僵，及时诊治：筋伤疾病多以筋脉表

下，分别按压患者背部棘突连线及棘突两侧竖脊

现为主，但究其原因与骨骼亦密切相关，筋骨互

肌，反复 3～5 遍。医者发力在掌根，但意念集中

联，互为因果，即“骨正筋柔，骨歪筋僵”。孙老

指尖，放松肌肉的同时，意在摸诊患者棘突，对

认为，诊治时机尤为关键，筋伤虽较骨折伤情较

棘突偏歪、棘突错位等异常做到心中有数，为后

轻，但由于失治或贻误时机，急性损伤延误成慢

续治疗手法打基础。然后，用点穴法“点穴开筋”，

性损伤的情况亦较多。故应及时处理患处，通过

以拇指点按双侧膀胱经背俞穴，反复 3～5 遍；再

手法治疗打通受阻经络，伸筋正骨，辅以药物热

以立㨰法、按法、揉法等进一步放松背腰部肌肉，

2.2

[8]

敷或内服治疗，温经止痛，以达内外兼治 。

凡遇筋结之处，可予分筋手法重点松解。放松手

外治筋骨，内调脏腑：治疗筋伤切不可单纯

法后可予治疗手法，依前期摸诊结果，针对偏歪

从损伤入手，伤虽自外来，实则损于内。肝主身

之棘突予手法调整。以搬肩推按法或搬腿推腰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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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偏歪之棘突复正。此类腰痛患者多有骨盆倾

2019 年 7 月 31 日三诊，腰背偶疼痛，卧床休

斜，表现为双下肢长度不等，行走活动，腰部受

息后可缓解，余无不适。查体：双侧竖脊肌略紧

力不均，与腰痛相互影响。孙老治以旋转拉伸法，

张，腰椎无明显侧凸，双下肢等长。继手法治疗。

效果显著。嘱患者改为仰卧位，医者立于其床尾，

2019 年 8 月 28 日随访，腰背部疼痛无复发。

双手握其双踝，令屈髋屈膝并保持体位，将双下

按语：患者腰背部疼痛为主症，属腰背部筋

肢向一侧旋转 3 次，最后将其双下肢突然向床尾

伤范畴，影像学除外骨折等病变，诊断明确，腰

用力下拉伸直，使其恢复仰卧体位；同法向另一

部筋脉紧张僵硬，脊柱腰椎侧凸，继而影响骨盆

侧操作。治疗后检查患者双下肢是否恢复等长。

倾斜，双下肢不等长。以手法治疗放松腰部肌肉

最后以顺法、散法放松下肢，结束治疗。

筋脉，顺应“筋脉喜柔不喜刚”恢复筋脉之柔性；
达到脊柱两侧肌肉平衡，运用旋转拉伸复位方法，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性，56 岁，2019 年 7 月 17 日初诊，

主诉：腰痛反复发作 1 年加重 2 周。1 年前无明显
诱因腰痛，受凉、劳累后加重，自觉腰部发空、

调整腰椎及骨盆，使骨歪复正，疼痛随之减轻。
二诊、三诊症状好转，效不更方，继续巩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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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凉，双下肢无明显不适。纳可，二便调。舌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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