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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探微·

花椒补命门之火浅述
阿贝乐

巩玲

花椒为芸香科植物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椒在下焦的作用，尤其补命门之火、温水中之火、益坎

的干燥成熟果皮，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但以四

中之阳爻。黄元御《长沙药解卷一》曰：
“蜀椒，味辛，

川产者为佳，故又名蜀椒、川椒。花椒是临床上的常用

性温，入足阳明胃、足厥阴肝、足少阴肾、足太阴脾经。

中药和制作菜肴的芳香佐料。花椒性味、辛热、有小毒，

暖中宫而温命门，驱寒湿而止疼痛，最治呕吐，善医泄

入脾、胃、肾经，有温中散寒、除湿止痛、驱虫健胃、

利。用之治心腹寒疼……蜀椒胜寒水而补火土也。……

［1］

，广泛用于各种

用之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以肾邪而贼心君，蜀椒益

积食停饮、心腹冷痛、呕吐、不思饮食、咳嗽气逆、风

君火而逐阴邪也……温肝脾而暖血海也……蜀椒燥湿

寒湿痹、泄痢寒痛、虫积腹痛、口臭齿摇、虫蛀牙痛、

土而温寒水也。蜀椒辛温下行，降冲逆而驱寒湿，暖水

阴痒疮疥、皮肤狱裂、手足冻疮等的治疗中。

土而温中下，消宿食停饮，化石水坚癥，开胸膈痹结，

利尿消肿、坚齿发、解鱼腥毒等功效

除心腹寒疼，止呕吐泄利，疗黄疸水肿，坚齿髮，暖腰
1

花椒在本草经典的介绍

膝，开腠理，通关节，行血脉，除肿痛，缩小便，下乳

《神农本草经》云：
“蜀椒味辛、温，主邪气咳逆，
［2］

汁，破瘀血，杀蛔虫” 5

［ ］992

。由此可了解花椒不仅作用

《本草纲
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 。

于中焦之阳明胃、太阴脾，并且在下焦之厥阴肝、少阴

目》云：“椒纯阳之物，乃手足太阴、右肾命门气分之

肾亦有一定功效。

药。其味辛而麻，其气温以热。禀南方之阳，受西方之
阴。故能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
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溲数、足弱，久痢诸症”，
又曰：“其气馨香，其性下行，能使火热下达，不致上
［3 ］

2

花椒在经方的作用
药熨方为《黄帝内经》中 13 方之一，
《灵枢·寿夭

刚柔》云：黄帝曰：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

《本草备要》云：
“川椒，
熏，芳草之中，功皆不及” 。

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口咀，

宣，散寒湿，燥，补火。辛热纯阳。入肺，发汗散寒，

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

治风寒咳嗽。入脾，暖胃燥湿，消食除胀，治心腹冷痛、

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炙巾以熨寒

吐泻痢、痰饮水肿；入右肾命门，补火，治肾气上逆（能

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6 。

下行导火归元。每日吞三十粒，大能温补下焦），阳衰

此处的熨法药用花椒、干姜、桂心、酒等加热熨敷病所。

溲数、阴汗泄精（下焦虚寒）。坚齿明目，破血通经，

因寒邪侵袭经络之中，稽留长时间不去会引起经脉通行

［4］723

［ ］

，可见花椒对三焦均有影响。归上焦肺

不畅，气血郁瘀，凝滞而痛。如果患者病情较严重，会

能发汗散寒以治疗风寒咳嗽；归中焦能温中散寒除湿止

影响到营卫运行而致麻木不仁的痛痹证。因此应以补命

痛以治疗腹痛、腹泻等痰饮、寒湿引起的消化系统疾病；

门真火、补肝心血源、通行经络、调和营卫为原则治疗

归下焦能补命门之火以治疗下焦虚寒、肾阳不足、元阳

此病。方中酒性热而悍急，有通行十二经循行肌肤之力；

越外之证。蜀椒具有补命门之火、温补下焦及导火归元

蜀椒禀赋纯阳之性，能补右肾之火亦乃交通心肾少阴的

之功效。《神农本草经》提出的“下气”与李时珍所曰

主药；干姜健胃化气，培土生血；桂心引火归源，温养

“其性下行，能使火热下达，不致上熏”以及王昂所曰

肝筋。三味辛温走串之品，兼得酒力、炭火热力相助，

“补火，治肾气上逆”一致。朱丹溪曰：“椒属火，有

装入夹袋中，熨贴针刺痹处，发挥通营卫、驱寒邪，恢

除症安蛔”

［4］723

下达之能，能之既久，则火自水中生”

，也强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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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命门之火，缓解寒痹的作用。
《伤寒论》以乌梅丸治疗厥阴病，方中有蜀椒，注
家认为蜀椒在此方有温中杀虫作用，本药主要是配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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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蛔厥”7 。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曰：

口忽忽多忘方”12

“此病水寒火热，木枯土败。方用附子蜀椒细辛，温水

饴糖及半夏六味药。孙思邈将本方用在补肾篇，推测方

寒，而培木气之损。黄连黄柏清火热，以保木气的津液。

中的蜀椒是配人参以益元气、补坎中之火，针对肾虚劳

桂枝当归温养木气，以息风气。人参干姜以温中补土。

寒澼、失精、气短等。
《备急千金要方》曰：
“治肾脉逆

乌梅大生木液，而补木气。风盛则木气自伤，惟乌梅能

小于寸口，膀胱虚寒，腰痛，胸中动，通四时用之，杜

补木气也。水温火清，木和土复。阴阳平和，运动复圆，

仲酒方”12

［ ］

［8］

［

［

］355

］353

，方含人参、蜀椒、生姜、甘草、

，方中杜仲、干姜、天雄、蜀椒、桂心、

是以病愈” 。蜀椒在此方中以温水中之寒，即补肾中

乌头、细辛、续断、秦艽、川芎、防风、五加皮、石斛、

之阳、补命门之火，因此蜀椒配附子、细辛，三味药为

栝楼根、地骨皮、桔梗及甘草，用蜀椒另配辛温之药以

辛热而归少阴、厥阴之主药。《金匮要略》中张机曰：

补少阴之阳气，温肾驱寒以治疗肾虚、阳气衰、寒邪引

［9 ］

“蚘厥者……此为藏寒……乌梅丸主之” ，即是说蛔

起的腰痛。《普济本事方》曰：
“椒附散，治肾气上攻，

虫的表现由里脏虚寒而来，治疗从乌梅丸。藏属于阴，

项背不能转侧。大附子（一枚，六钱以上者，炮，去皮

寒邪亦属于阴，所以张机用了辛热之药。《伤寒论》中

脐，末之）
，上每末二大钱，好川椒二十粒，用白面填满，

的太阴病、少阴病常用附子、干姜、细辛、麻黄等，但

水一盏半，生姜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椒入盐，通口空

并未用蜀椒，到厥阴的乌梅丸证，寒热错杂，寒邪深入

心服……用椒以引归经则安矣，肾气上达，椒下达”13 。

至阴而用蜀椒的纯阳以散寒、温阳、益坎中之火。陈修

叶天士注释曰：“附子气味咸辛大热，入手足少阴；川

园曰：“故以乌梅酸收、黄连苦降，以收伏降蛔为主，

椒气味辛热，入足厥阴。病因下焦空虚，肾气不安其位，

［10］358

而加辛热追脏寒”

。
《医理真传》中，郑钦安曰：
“木

［

］

反上攻项背，不能转移。微佐以盐，使其引归经络”14 。
［

］

为至阴之脏，一阳在下，其卦象为震。木气不舒，一阳

若下焦虚弱，阳气离元浮越于上引起项背强痛、筋络不

之气上浮，而与湿热混合，上撞则心疼……佐以桂、附、

畅、活动不顺，可用附子、蜀椒、生姜补下焦空虚，温

［11］183

辛、姜、川椒，一派辛热之品，导一阳之气下降”

，

厥阴之阳，引火归元。
《医学启源》记载，桂附丸：
“治

这里用花椒的原则符合《神农本草经》提出的“下气”。

风邪冷气，入乘心络，或脏腑暴感风寒，上乘于心，令

又曰：“仲景立乌梅丸，寒热并投，大有灼见，并非专

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膂，甚则经久不差。川乌头（三两

［11］493

为虫立法”

。川椒亦如此方一样，并非专为杀虫而

炮去皮脐）、附子（三两）、干姜（二两炮）
、赤石脂（二

已。张机又立大建中汤而其中选择用川椒。陈修园曰：

两）、桂（二两）、蜀椒（二两去目微炒）” 15 ，此病情

“方中姜、参、饴糖，建立中气，而椒性下行者，温起

为阴邪盛元阳衰，下焦寒水溢上攻心络，引起心痛彻背

［10］230

下焦之阳，以胜上涨之阴也”

。在此方中花椒有补

坎中之阳、温阳归元的作用。在《金匮要略》中，乌头

［

］

及脊骨，张氏用辛热药蜀椒配附、乌、桂，以温散其阴
邪，补右肾之火，治疗“肾邪而贼心君”的病机甚妙。

赤石脂丸治疗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喻嘉言注曰：“仲
景用蜀椒、乌头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阴邪”，这是“肾

3

结语

［9］

邪而贼心君” ，阴寒内盛、阳气衰微的重证，方用乌

一般来说，花椒能温中止痛、杀虫止痒。根据以上

头、附子、蜀椒辛热回阳、消阴散寒，用干姜之守中、

本草经典中的论述、历代医家的相关应用可以发现，蜀

赤石脂固摄防脱，故主治之。此方中花椒的主要作用是

椒不仅针对中焦脾胃的疾病，且亦针对下焦足少阴、厥

配乌头、附子补下焦之火以消阴寒。《金匮要略》中以

阴经，因此有补命门之火、导火归元、温补下焦、温肝

白术散妊娠养胎，陈修园注曰：“阴气上凌椒摄下，胎

暖血海、温寒水等作用。《内经》的药熨方，张仲景的

忌阴气上逆，蜀椒具纯阳之性，阳以阴为家，故能摄上

大建中汤、乌梅丸、乌头赤石脂汤，孙思邈的大建中汤

［10］332

焦之热而下降”

，
“白术散，术、椒，燥土而暖水，

川芎疏木而达郁，牡蛎消瘀而散结，敛神而保静，养胎

及杜仲酒，许叔微的椒附散，张元素的桂附丸中均选择
花椒用于下焦，起到补坎中之阳的作用。

［5］693

之善方也”

，在方中蜀椒可温寒水而下行导火归元。
参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用大建中汤“治虚劳寒澼，
饮在胁下，决决有声，饮已如从一边下，决决然也，有
头并冲皮起引两乳，内痛里急，善梦失精，气短，目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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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惟一对经穴理论的贡献
高希言 任俊华 高
王惟一（987～1067）
，北宋著名医家，籍贯不详，
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太医院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
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

［1］

。他学识渊博，技术精湛，不仅

位可查到所治之病症。此书宋刊本今已亡佚，金代
大定丙午年（公元 1186 年）闲邪聩叟加入《针灸避忌
太乙图》编成五卷本，并由陈氏刻版刊印，即今天的通
［3］

精通中医理论，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对针灸有较

行本

高深的学术造诣。他有感于针灸之法传述日久，众说不

又上书仁宗皇帝，将其内容刻于石碑上，并铸铜人两具，

一，讹误很多，“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

对统一、规范经穴，传播普及和发展针灸学术起到了积

多次上书仁宗皇帝，要求编写图经，以统一各家之说。

极的作用。《铜人》对完善“以经统穴”理论做出了巨

1026 年（天圣四年），王惟一奉旨编著《铜人腧穴

。王惟一恐《铜人》日久堙没，或传之有讹谬，

大贡献。

针灸图经》。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搜集历代针灸著
作如《甲乙经》、
《千金方》、
《外台秘要》等，并结合自
己的临床实践，反复考证、校勘、推敲、订正，编成《铜
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上卷论述十四经的循行与腧穴
归经，把 354 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

［2］

1

完善腧穴归经
《内经》记载的经穴比较散在，《灵枢·本输》记

载十一条经脉的五输穴；
《素问·气府论》记载手三阳、

；中、下卷

足三阳、任脉、督脉、冲脉“脉气所发”的部分腧穴，

分别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详叙每一经穴的

为腧穴的归经奠定了基础。
《甲乙经》对《黄帝明堂经》

定位与主治，将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

349 穴按头面、躯干分部，四肢分经的方法分类，成为

完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按图可查到穴位，按照穴

以经统穴的开端。唐杨上善将《黄帝明堂经》所载 349
穴分别归于十二经和奇经八脉；《外台秘要》也对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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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经分类进行研究，其中任脉腧穴归属于肾经、督脉腧
穴归属于膀胱经。可见唐代各家以经统穴的归经情况各
不相同。王惟一的《铜人》兼收了《甲乙经》和唐代杨
［4］

，比《甲乙经》所载的 349

（任俊华）
；河南中医学院推拿学院（高希言）
；河南中医学院 2011

上善、王焘的归经方法

级本科生（高崚）

穴增加了 5 个经穴，即出自《素问·气府论》的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