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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中医三部六病医学流派略述
徐建东
作者简介：徐建东，师承国家首批 500 名老中医刘绍

行系统整理，分辑为三部手抄本，
《仲景学术观》
，

武学术继承人宿明良，系三部六病医学流派第二代嫡传弟

《仲景证治观》，
《仲景药能观》，奠定了三部六病

子。2006 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的基本框架。

学会开展的“绿色健康扶贫公益活动”山西省五寨县中医

20 世纪 70 年代，太原市中医研究所经典讲习

院试点中，担任三部六病中医专家脉诊系统推广项目负责

班伊始，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三部六病学说日益

人。目前，在广东地区主要开展三部六病的四脉腹诊、特

完善成熟。于 1985 年，由刘老讲述、宿明良全面

殊指法检查潜在病、常见病的研究，以及运用协调疗法治

整理的《三部六病》内部资料发行面世。习用者

疗内科脾胃病、妇科病。

益广，推崇者益多。近三十年来，第一代拜师亲
授的传承弟子有：胡连玺、郭维峰、刘慧生、宿

“三部六病”为中国首批国家级著名老中医、

明良、闫云科、马文辉；第二代嫡传弟子有：刘

山西省四大名医之一刘绍武先生，集八十余年行

东红、刘剑波、韩振国、单联吉、闫俊、徐建东。

医经验及众弟子智慧的结晶，创立的一个新型中

以此立业者，门徒及学生在数百人之上，主要分

医学流派，是中国中医百花园中一枝绚丽的奇葩。

布在山西、北京、甘肃、广东、海南等地，先后

笔者有幸拜刘老的得意门生宿明良主任为师，侍

在不同地区应用传播三部六病学说，逐步形成了

诊数载，初窥堂奥，简述如下。

颇具特色的三部六病医学流派。

1 三部六病医学流派的渊源

2 三部六病学说的概念

创始人刘绍武（1907 年 4 月～2004 年 12 月）

在三部六病学说中，刘老以解剖结构划分病

山西襄垣人。自幼痴迷中医，尤能背诵《伤寒论》，

位，以阴阳理论归纳病性，根据《伤寒论》仲景

但苦无师教，临证仍困惑束手。后受汤本求真《皇

学术观的宗旨，运用病症归类方法，将人体划分

汉医学》启发，开始“合病合方”治疗杂病的实

为三个部分：表部、中部、里部，简称为“三部”
。

践，疗效大增，求医者络绎不绝，24 岁时名震上

表部：指人体与空气接触并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

党。1931 年刘老在当地创办友仁医院，附设“友

包括体表和呼吸系统；里部：指人体与饮食接触

仁中西医学研究社”
，成员多为医生和教师。其后

并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包括整个消化系统；中

因抗战爆发，刘老等辗转于西安与天水之间，1943

部：是指人体与气血接触并与之发生关系的部分，

年开设友仁诊所，恢复医社，招募热爱中医的学

包括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免疫系统、泌尿生殖

者名流传授“三部六病学说”，基于三部六病观点，

系统。在三部中有三个脏腑做主导，表部以肺为

对《伤寒杂病论》进行“立纲、归类、正误、补

主，里部以胃为主，中部以心为主。

缺”
，并以此为继承原则，从理法方药等诸方面进

机体所分三部，组成表部、里部、中部三个
子系统，每个系统与致病因素的相互反应都有：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6.001

阴性症候群和阳性症候群，这样三个子系统将出

作者单位：523654 广东省东莞清溪扶正堂中医门诊部

现六个不同症候群，按《伤寒论》的原意分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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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部有太阳病、厥阴病，里部有阳明病、太

萎缩，则采用促使萎缩组织再生和恢复正常功能

阴病，中部有少阳病、少阴病，统称为“六病”
。

的方法。代表方如团鱼丸（人参 60 g、蛤蚧 1 对、

三部六病学说由此而得名。所以任何疾病，病位

鸡内金 120 g、甲鱼 200 g，等，制成丸药服用）。

不越三部，病性不越六病。三部六病是对疾病执
简驾繁的概括，是八纲辨证的具体体现。

4 三部六病的诊疗特点
4.1 四脉定证、协调整体、突出局部：针对慢性病，

3 三部六病的治则特点

疑难病的病位病性相对稳定的特点，刘老提出了

3.1

纠偏：针对大热、大寒、大虚、大实四大证

把握病机、突出核心证的“四脉定证”的辨证方

及其合病、并病、兼证、合证，采取针锋相对的

针。“四”是大自然在变化中顺势而成“定数”，

方法，三阴病治以温补；三阳病治以清泄。原则：

有春夏秋冬四季，而现温热寒凉四气，而显升降

单病单方、合病合方，兼病兼药。每部以寒热虚

聚散四性。人立天地间，则生颅、胸、腹、盆四

实为基点，结合六病特征分出十二个单证，作为

腔，颅腔多虚，胸腔多热，腹腔多实，盆腔多寒。

证候辨证的基础，分别沿寒热虚实的不同病性变

临床患者尽管病情复杂，变化多端皆不出四脉的

易，组成三部六病“四十五方证”的主方，合于

变化范畴；溢脉气亢，聚脉气实，紊脉气乱，韧

洛书之数，系统地体现了“寒则热之，热则寒之，

脉气凝；其病理分别代表：热则气亢，实则气聚，

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纠偏对抗性的治疗法则。

虚则气乱，寒则气凝，皆言“气”变的玄机。在

如大热用白虎汤，大寒用四逆汤，大虚用新订建

“四脉定证”的基础上，依据《周易》简变、传

中汤，大实用新订大柴胡汤。

复、激变、互变的变化规律，在变易复合中形成

3.2

了盛脉、衰脉、固脉、执脉、腾脉、坠脉、越脉、

协调：对于虚实并见、寒热错杂、矛盾双方

共存、而寒热虚实分辨不清的复合症，则发挥人

超脉、决脉、离脉、复脉等十五种病理性脉象。

体自然机能进行双向调控，叫做协调疗法。代表

溢、聚、紊、韧四脉的确立，是刘老六十余年、

方剂以小柴胡汤协调整体为基础加减方。如调神

数十万人次诊疗经验的总结。临床约 90%的患者

汤（生石膏 30 g、桂枝 10 g、车前子 30 g、生牡

脉象都在此范围内。

蛎 30 g、柴胡 15 g、黄芩 15 g、苏子 30 g、党参

针对发生于局部，又与全身紧密联系的综合

30 g、大黄 10 g、川椒 10 g、甘草 10 g、大枣 10

病证呈现升降失常、寒热抗拒、表里不通、上实

枚）；调心汤（百合 30 g、乌药 10 g、瓜蒌 30 g、

下虚的情况，其本因是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而

生牡蛎 30 g、丹参 30 g、郁金 15 g、五味子 15 g、

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刘老参照《周易》、
《内径》

柴胡 15 g、黄芩 15 g、苏子 30 g、党参 30 g、麦

正治依命、奇治依天的精髓，提出了“协调整体，

冬 10 g、川椒 10 g、甘草 10 g、大枣 10 枚）；调

突出局部”的协调疗法，其原理是运用四季温热

肠汤（陈皮 30 g、白芍 30 g、小茴香 15 g、川炼

寒凉之气，借助升降聚散之性，以中药药性之偏，

子 30 g、柴胡 15 g、黄芩 15 g、苏子 30 g、党参

调和人体疾病之偏。所以，协调疗法重在调和。

30 g、大黄 10 g、川椒 10 g、甘草 10 g、大枣 10

局部选用柴麻升提以化寒，苏膏沉降以清热，枳

枚）；调胃汤（陈皮 30 g、白芍 30 g、柴胡 15 g、

芍消散以治实，牡味收敛以益虚。整体精选小柴

黄芩 15 g、苏子 30 g、党参 30 g、大黄 10 g、川

胡汤为专枢之基，取其黄芩之寒、川椒之热、党

椒 10 g、甘草 10 g、大枣 10 枚）。

参之补、甘草之泻、柴胡之升、苏子之降、大枣

3.3

之收、柴胡之散、寒热互消、虚实互补、升降互

复健：对于机体局部组织结构改变而导致的

功能低下或丧失，用纠偏、协调疗法不能解决的，

动、收散互循。其理不可尽言，四相皆有，八法

如卵巢萎缩性闭经、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所致的肺

兼备。十五种脉象对应十五个复合证协调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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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脉不能用此方，一脉一方，守方到底，坚持“定

的主要依据，以脉求证，可准确判断其主证、性

证、定方、定疗程、定制剂”的四定原则，达到

格，从心理上折服患者，多有应验。如双手关脉

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疾病灭于无形，使生命顺于

如杏核突起，称聚脉。此脉多由肝气郁结所致，

常态的目的。

病属三阴，主症：胸满心烦、胃脘胀痛；次症：

4.2

关节不利、肩背紧困。性格：执着之人、内向心

局部辨病、腹诊点穴、专病专方：此法具备

中西结合特点，使腹诊点穴局部辨病系统，更具

细、多愁善感、易钻牛角尖。

现代特色。人体内凡具特殊结构和独立功能的部

5.2

位统称局部。三部是整体的子系统，而局部则是

状不明显，或主观无法清楚描述，仪器检查又无

三部的子系统，局部是组成系统功能的基础。表

阳性结果时，脉象、腹诊象早已显露出来，对预

部有：脑、肺、眼、耳、唇、喉、皮等；中部有：

测疾病意义颇大。如聚脉提示易患：胸乳、肝

心、肾、脾、睾丸、子宫、膀胱、骨、血、肌、

胆、心血管、胃肠道、膝关节等病变。其人究

颈、筋；里部有：食道、胃、小肠、大肠、肝胆、

竟患哪种疾病，须做腹诊局部点穴，系统排查。

胰腺、舌等。局部诊疗系统就是以每个局部结构

如双胁下抵抗、肩井穴、新内郗穴呈阳性反应

功能的变化为单元，界定病位，确定病性。这种

时，综合分析即可诊断为乳腺增生，用专方解

明确西医诊断的局部辨病法拉近了中西医在局部

郁乳增汤治疗。

诊断上的距离，治疗焦点上发生共鸣。

5.3

腹诊辨病、健康预测、专病专方：当临床症

协调整体、突出局部、消磨顽疾：慢性顽固

局部辨病腹诊点穴法，是以人体经络学说为

性疾病常错综复杂，诸多乖戾存乎一体，六病证

理论基础，触摸十二正经与内脏相对特定穴位的

候纷杂并现，若用治六病的补偏救弊之法，常会

阳性反应（生物病理信息）为客观依据，探查内

导致攻补两难，顾此失彼。如若采用以小柴胡汤

脏病理变化的一种简便方法，与现代仪器检查吻

为主方的协调疗法，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可使寒

合率约达 80%。如中脘穴压痛、左兴隆压痛、肝

者温、热者清、虚得补、实得泻，使失衡的机体

腧穴压痛、双胁下抵抗，四穴综合分析即可诊断

恢复平衡，顽疾消于无形。

是脂肪肝。腹诊点穴法具备三大优势：①简学易
行，无痛苦、快速准确；②对常见病、疑难病早

6 结语

期诊断；③既可检查局部又可系统检查全身。诊

三部六病的“四脉定证，腹诊辨病；协调整

断明确，治疗有效，有此病必用此方，有此方必

体，突出局部”的辨证论治模式，是由学说向技

治此病，“专病专方，守方到底”，可重复使用。

术操作转化的重要过程，是病症方药的高度统一。
推广该学说，旨在全方位展示经方运用的技术方

5 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法，为弘扬仲景学说，培养新一代中医中坚，探

5.1

索一条执简驾繁、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脉定证、突出主证、判断性格：对于证候

纷繁的病症，难以辨别确定所属部证（三部）、病

（收稿日期：2011-02-21）

症（六病）、汤证（葛麻汤等）时，四脉做为辨证

（本文编辑：樊红雨）

·快讯·
韩国推拿学会实施“推拿讲师认证制” 韩国脊椎
神经推拿学会（会长申俊植）2011 年 3 月 13 日，为通

韩医师颁发了研修证书及资格认证书。推拿讲师资格认
证书的有效期限为 3 年。（http://www.mjme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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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ard urriculum nstruction ualification，CIQ）的 111 名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情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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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