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1·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21年12月第43卷第12期 Int J Trad Chin Med, December 2021, Vol. 43, No.12

·医论·医案·医话·

健脾调肝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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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慢性萎缩性胃炎核心病机以脾胃虚弱为本，兼有气滞、湿阻、痰浊、血瘀、热毒等标实，
病位在脾胃，与肝亦相关，应治以健脾益气、调肝理气为主，兼以祛湿化痰、活血化瘀、解毒散结等，
可灵活运用岭南道地药材及防癌抗癌中药，随症加减，并强调情志、饮食、起居等日常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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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性 萎 缩 性 胃 炎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苍白、腺体萎缩，从而发生 CAG。CAG 病程较久，

CAG)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在 CAG 基础上伴

病机可概括为本虚标实，以脾胃虚弱为本，气滞、

发的肠化皮化生和异型增生(上皮内瘤变)被称为

湿阻、痰浊、血瘀、热毒等为标 7-9 ，诸病理产物

胃癌前病变，根据 Correa 级联模式，萎缩、肠化、

进一步损伤胃络，在反复损伤及修复过程中则出

异型增生(上皮内瘤变)是慢性胃炎向胃癌转化的

现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甚则癌变等病理变化。

[1-2]

重要环节

[

]

。CAG 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患者

可无明显症状，有症状者常表现为胃脘胀闷或疼

2

辨治经验

痛、嘈杂、反酸、嗳气、早饱等非特异性消化不

CAG 病位在中焦脾胃，与肝亦密切相关。临

良症状，属中医“胃痞”范畴。中医治疗本病经

床治疗应以扶正健脾为基本治法，并重视调肝理

验丰富，与西药联用可改善患者症状及血液流变

气，辅以祛湿化痰、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随

[3]

[4]

学指标 ，调节胃液分泌，保护胃黏膜 ，延缓

症加减，在岭南地区还可灵活运用岭南道地药材。

CAG 伴癌前病变病情进展，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

2.1

[5-6]

逆转胃黏膜肠化、异型增生(上皮内瘤变)

。现

归纳 CAG 中医病因病机与治法如下。

扶正健脾为本：CAG 患者临床常见脘痞不

适、食欲不振、大便溏薄、面色㿠白、倦怠消瘦、
舌淡、苔白等脾胃虚弱表现，治疗注意顾护正气、
健运脾胃。处方以四君子汤为基础，以党参、白

1

病因病机
CAG 发病与禀赋不足、饮食不节、劳倦内伤、

术益气健脾，茯苓健脾渗湿，法半夏降逆消痞，
气虚明显则用黄芪，或结合岭南地域特点用温燥

情志失调、感受外邪相关。素体脾胃不足，病后

之性偏弱的五指毛桃补气养阴。若脾气虚兼有口

耗伤正气；饮食劳倦、起居无常，损伤脾胃；肝

干、易饥、舌嫩苔少甚或剥苔等胃阴不足表现，

郁气滞，脾胃升降失调；外感湿热，内伤脾胃等

可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以养胃阴，如石斛、百

均易使脾胃受损而日渐亏虚，中焦运化乏力，气

合、太子参、麦冬、生地黄等滋阴益气生津。扶

血精微化生无源，胃腑失养，以致胃黏膜变薄、

正健脾用药应性味平和，补而不滞，防滋腻碍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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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调肝理气：CAG 患者或因压力大而忧虑

达“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之效。

多思，以致肝郁犯脾，或因脾胃本虚，中焦气机

《金匮要略心典》载“毒，邪气蕴结不解之

升降失常，致使土虚木乘，故多见肝脾同病，气

谓”，脾胃虚损，中焦气机升降不利，水湿、痰饮、

机失调。肝郁脾虚患者多表现为胃脘隐痛或胀痛

气滞、血瘀等病理产物蕴积于体内，“邪踞胃脘，

不适，情绪不佳时加重，嗳气频，舌黯红、苔薄

久酿成毒”，致胃络失养，出现胃黏膜萎缩、肠化、

白、脉弦细等，日久肝郁化火，则出现胃脘灼热、

异型增生，毒邪日深，正气愈损，最终导致胃黏

反酸、口苦、苔薄黄、脉弦数等表现。治疗时应

膜细胞癌变。可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结合胃镜病

重视肝脾同治，调畅肝气以健脾，培养中宫使肝

理，适当加蒲公英、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具有

气条畅，以恢复中焦气机升降。处方常选柴胡疏

清热解毒、防癌抗癌作用的中药 10 。

[

肝散加减，常用柴胡、香附、枳壳、白芍、陈皮、

]

还应重视改善 CAG 患者诸多非特异性消化不

佛手疏肝解郁、调达肝木，配合大腹皮、紫苏梗、

良症状，如反酸、胃脘灼热或夜间痛甚用海螵蛸、

木香、砂仁等行气消滞、理气和胃，其中木香、

煅瓦楞子制酸止痛，白及养胃生肌，紫苏梗理气

砂仁有醒脾和胃之功，有助恢复胃气。若气郁日

和胃；嗳气或胃脘不适饱食后重用鸡内金、神曲、

久兼有热象，酌加川楝子、连翘、郁金清热泻火，

山楂、麦芽助胃消食；恶心欲呕用生姜、芦根和

少用破气药，行气而不耗气。

胃止呕；大便干结欠畅用瓜蒌子、郁李仁、火麻

2.3

注重兼夹证，随症加减：CAG 各病理因素常

兼夹为患，故应在健脾调肝基础上，随症加减。
脾胃虚弱则运化水谷精微功能失司，水湿内

仁润肠通便，乌药、槟榔行气通腑；大便溏薄用
白术、山药、白扁豆、莲子等健脾祛湿，或木香、
黄连燥湿行气；咽喉异物感或胸骨堵塞不适用威

停，湿浊中阻，久之聚湿成痰，加之因地处湿热

灵仙、浙贝母消痰散结；寐差用首乌藤、合欢花、

的岭南气候环境，又恣食肥甘，贪凉饮冷，内外

酸枣仁、百合宁心解郁、安神助眠。

湿邪合患，久之湿郁化热，故本病多夹湿夹热，

2.4

多表现为肢体困倦，大便黏滞不爽，舌苔厚腻。

在 CAG 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教育患者正确认识

综合运用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选藿

本病，可减少其焦虑担忧，建立对抗疾病的信心。

朴夏苓汤、三仁汤等方加减，用广藿香、豆蔻、

本病疗程较长，一般以半年为 1 个疗程，治疗不

石菖蒲、佩兰等芳香化浊，厚朴、法半夏、陈皮、

可急于求成，还需积极配合日常调护。
《景岳全书》

苍术苦温燥湿，薏苡仁、茯苓、白扁豆、滑石渗

云“脾胃之伤于外者，惟劳倦最能伤脾”
“脾胃之

下，岭南民间草药如布渣叶、木棉花、救必应、

伤于劳倦情志者，较之饮食寒暑为更多也”，故应

鸡骨草、土茯苓、茵陈等加强祛湿之力，兼有痰

避免过度疲劳，损耗正气，并保持心情舒畅。还

湿蕴结者，加浙贝母、猫爪草化痰散结。湿久化

需食饮有节、清淡且营养均衡，忌暴饮暴食，忌

热者，酌加黄连、黄芩、栀子等清解湿热。

辛辣、生冷、肥甘厚味，减少浓茶、咖啡、烟酒，

CAG 病程缠绵，久病多瘀，气滞、湿阻、痰
凝等因素易致血行不畅，血滞胃络成瘀，多见胃

注重日常调护：情志、饮食、起居综合调护

应留心自身对各类食物的反应，避免进食加重不
适症状的食物。此外还需增强体质，适当运动。

脘刺痛、舌紫黯或有斑点、舌下络脉迂曲、脉弦
涩等瘀血阻滞表现。在扶正基础上，应酌加活血
化瘀之品，消补兼施，如三七、莪术、川芎、丹
参、赤芍、拳参等，应注意“化瘀而不伤正”，以

3

验案举隅
患者，女性，58 岁，2015 年 9 月 13 日初诊，

主诉胃脘不适伴泛酸反复 20 余年。刻下：胃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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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泛酸，嗳气，咽下部及胸骨后堵塞不适，口

血化瘀，兼有寐差、手足心灼热，为心神不安，

苦口干，纳可，大便常，寐差，手足心灼热。舌

用合欢花理气解郁，珍珠母、龙齿重镇安神。二

红、苔薄腻，脉细弦。2015 年 2 月 27 日胃镜及病

诊因中焦湿浊明显兼有化热，故去太子参、白术、

理：CAG 伴糜烂。病理：(胃窦)重度炎症，轻度

茯苓、珍珠母、龙齿，加广藿香芳香化浊，厚朴、

萎缩，中度肠化，轻-中度不典型性增生。中医诊

土茯苓运脾化湿，紫苏梗理气和胃，海螵蛸制酸。

断：胃痞，证属肝郁脾虚夹湿。治以疏肝理气、

该患者规律复诊，病情较稳定，处方在疏肝理气、

健脾祛湿。予四君子汤合柴胡疏肝散加减：太子

健脾祛湿、活血抗癌基础上随症加减，且用药平

参 15 g、白术 15 g、茯苓 15 g、法半夏 10 g、柴

和，适合长期服用。患者经治症状改善，胃镜见

胡 10 g、香附 15 g、陈皮 10 g、白芍 15 g、黄芩

胃窦部位萎缩、异型增生逆转，肠化减轻。

15 g、合欢花 15 g、珍珠母(先煎)30 g、龙齿(先
煎)30 g、白及 15 g、煅瓦楞子 30 g、莪术 15 g、

利益冲突申明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第三

方的资助或服务，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半枝莲 15 g、白花蛇舌草 15 g、甘草 5 g。7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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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指导

次温服。并对患者进行疾病教育，嘱日常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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