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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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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医大师李济仁教授主张治痿需谨守病机，详辨虚实，酌情施治。根据其临床经验结合

先贤的学术思想，可知新安医学流派治疗痿病以五脏辨证为纲，具体体现在治法上内外相合，补泄并举：
从肝取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法；从心取镇心安神、益气升阳法；从脾取补益脾胃、燥湿化浊法；从肺取
清金保肺、燥湿化痰法；从肾取培补肝肾、填精益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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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仁为新安“张一贴”第十四代传人，我

失调，进而筋脉失养，宗筋弛纵，肢体痿弱不用。

国首届 30 位国医大师之一。悬壶业医数十载，专

诚如《脉因证治·卷一·痿》：“有由悲哀太甚，

攻痹病、痿证，素有“风湿五老”之称，著书立

阳气内动，数溲血，大经空虚，热起于心。病则

说，活人无数。李老深谙新安医学精髓，推动了

枢纽如折，不相提挈，名曰脉痿。” 2 李老认为，

该流派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笔者有幸随李老出

血液周流全身，濡养四肢、五脏、六腑，并供给

诊数年，临床观其诊疗痿病多起沉疴。现介绍李

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养料的重要成分，若情志

老从五脏论治痿病的经验，并附验案一则分析。

郁结、瘀血不去，滞留体内，则各脏腑以及四肢

[ ]

百骸、筋骨肌肉、机关百窍失去濡养，痿病乃成。
1
1.1

特色治法分析

故李老临证尤为重视痿证病因，治痿多强调情绪

从肝论治，以疏肝解郁、活血化瘀为要：本

的调摄，提倡疏肝解郁疗法。

条治法基于“肝郁不调，宗筋弛纵”“瘀血阻络，

1.2

伤折经脉”的病机原理。适用于肝郁不舒或瘀血

条治法基于“恐伤心肾，失于作强”的病机原理，

停留，致气血不运、筋脉失养之痿病。证见：悲

适用于因惊恐太甚，伤及心肾，心无所主、肾不

伤欲哭、多愁善感、每逢郁怒则突发四肢软瘫，

作强之痿病。临床症见突然受惊吓后，下肢瘫软

伴两肋胀痛、嗳气、纳呆，继而肌肉瘦削，肌肤

无力，轻则步履蹒跚，走路不稳，重则无法行走，

甲错、不思饮食，舌红或有瘀血斑点、苔黄腻，

或心悸不安，面色㿠白，冷汗频发，二便失禁、

脉弦或细涩。李老多喜用疏肝解郁名方逍遥散或

房事不用等，舌淡苔白，脉细弱数。李老治疗此

[1]

柴胡疏肝散加桃红四物汤化裁 。

从心论治，以镇心安神、益气升阳为要：本

类患者，多从心经入手，因《素问•六节脏象论篇》

肝主条达，疏泄气机，五体属筋，乃藏血之

云：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

所。李老认为若情志不畅，忧思气结，则怫郁寡

在血脉。”阐明心主神明，主血脉。心主血脉受到

欢，多致气机不畅、经脉阻滞、瘀血停留，气血

心神的主宰，心神又须得到心血的濡养方可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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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密不可分，故李老多取镇心安神、益气升阳

肌肤，湿邪伤筋，肌肉麻痹不仁。湿邪本就缠绵，

之法，方用《杂病源流犀烛》所载妙香散化裁。

顽固不化，多黏滞难除，李老临证常酌寒热湿邪

心为五脏之核心。李老认为若心气充盛，则

之深浅，明辨虚实，对症治疗，屡起沉疴。

脉管充盈，鼓动有力；反之，惊恐太过，心失所

1.4

养，血脉空虚，血行滞涩，肢体百节得不到营血

条治法基于“肺热伤津，津伤不布”“湿痰留滞，

的滋养，渐致痿弱不用。这一观点得到当世学界

筋脉失养”的病机原理。适用于肺热津伤，肢软

[3]

从肺论治，以清金保肺、祛湿化痰为要：本

广泛认可。如王祖龙和王诗琦 亦认为心虚生痿，

无力、手不能提物、足不能任地或母病及子，脾

其致病机制，不外乎气血阴阳甚则五脏亏损致痿，

土不运，伤及肺金，痰湿内停，客于经脉之痿病。

从心论治则临证效捷。

证见：外邪侵袭，致肢体痿软乏力、皮肤干枯、

从脾论治，以补益脾胃、燥湿化浊为要：本

腰膝麻痹、胸闷纳呆、心烦口渴、两颧红赤、咽

条治法基于“脾胃亏虚致精微不输，湿邪浸淫致

干唇燥、尿赤而痛，舌红少津苔黄，脉浮弱或濡

气血不运”的病机原理。适用于脾胃亏虚、湿邪

或滑等。肺主一身之气，气足则肌肉、关节得以

壅滞，致中土不运、湿邪胶着、气血乏源，筋脉

滋养，对于痿病，李老自拟有效方药痿病清金保

肌肉失其濡养且遭湿邪困遏，渐成痿病。证见：

肺方合二陈汤化裁，临证多起沉疴痿疾 4 。

1.3

[ ]

肢体萎软无力、周身困浊、颜面壅肿、泛恶欲呕、

李老认为，外感热、燥之邪灼肺，或肝木化

脘闷纳呆、肌肉瘦薄、神疲倦怠、食少纳呆、乏

火，刑金灼肺；或过食辛辣炙煿，胃热炽盛，母

力懒言、便溏、舌淡苔薄白舌体多胖大，脉细濡。

病及子，灼伤肺阴等致肺热津伤，或脾虚使土不

因脾主运化，脾气健运，则消化吸收功能正常，

生津，渐至肺脾两虚，湿痰内生，痰湿留滞，阻

以化生精、气、血、津液，为气血生化之源，后

塞经络，气血失调。无论是肺热津伤还是痰湿留

天之本。故李老多善用自拟有效方如痿病脾胃方，

滞均致肌肉失荣，痿病乃生。肺为娇脏，居上焦，

取人参、黄芪、白术、茯苓、陈皮、大枣、山药、

一旦肺热而叶焦，则津伤气耗，宣降布散无力，

[4]

甘草等，或将胃苓汤和二妙散化裁应用 。李老善

治节失司。如《素问•痿论篇》曰：“肺主身之皮

从培补中焦脾胃之气，助运化之机理出发，使脾

毛……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

气健运，湿邪祛除，运化畅通。

躄也。”可见肺一旦受热，则津液消耗，致肺叶焦

李老认为，在痿病整个进程中均存在不同程

燥，皮毛干枯，加之热气滞留，或肺脾二脏亏虚

度脾胃受损，脾胃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痿病预后。

多致痰湿内生、阻塞经络，气血失调，渐进致痿。

故遵古“治痿独取阳明”之说。论之缘由，李老

李老还认为，除此之外亦有五脏失和、五志过极

言阳明为五脏六腑之营养源泉，且滋润濡养筋脉

致内火燔炽伤肺，临证诊疗，切不可断章取义，

骨肉，而宗筋又有约束骨筋之功，且诸脉联属带

需多思量多角度辨证。

脉，系络于督脉。若阳明经脉不足，则宗筋弛纵、

1.5

带脉失约，渐致双足痿弱不用。李老承先贤汪机

条治法基于“肝肾亏虚，髓枯筋痿”“督脉亏虚，

古训，擅用“固本培元”法，治痿尤重脾胃调摄。

精夺肢软”的病机原理。适用于先天精髓亏虚、

从肾论治，以补益肝肾、填精补髓为要：本

脾失运化多生湿邪，且湿邪盘杂胶着，难以

后天失养、形体过用，致肝肾亏虚，肝不养筋，

祛除，或感于寒或感于热。李老临证经常遇到一

肾不主髓，肢体不用，或见于发育迟缓五软证的

些患者长期从事水中作业，或久居潮所，或多食

儿童痿。证见：渐进性肌肉萎缩、腰背痿软不举、

肥甘厚腻，湿热内积，传舍经络，多致湿邪浸渍

骨肉瘦削，肢体麻木、拘挛，屈伸受限，筋惕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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瞤，头晕耳鸣，齿痛腰酸，指甲淡白，遗精早泄，

Q10，并服中药调理，未见明显好转，且症状呈逐

舌红绛少津，脉弦细数。李老基于“肝肾同源”

年渐进性加重。刻下：双下肢麻木不仁、四肢瘦

理论，强调治痿尤应培补肝肾、强筋益骨，填精

削，伴肌肉萎缩状，畏寒，肌肉多跳痛，呈游走

[5]

益髓 。临证多取丹溪的大补阴丸和虎潜丸加鹿

性，大腿股外侧肌肉如蚁爬行，瘙痒难耐，捶打

茸、牛膝、紫河车等血肉有情之品化裁。

后症状减轻。舌黯、边有瘀斑、苔薄白，脉细，

李老认为，肝主全身筋膜，肾主全身骨髓。

两侧尺脉均沉弱无力。中医诊断：痿病，证属肝

若筋膜失养，则筋燥失润而挛急，渐致筋痿；肾

脾肾虚、虚瘀互结。治法：培补肝脾肾、舒筋通

主水若肾热则精液枯竭，肾热津耗，髓减骨枯，

络化瘀、疏肝解郁。予自拟痿病方加减：合欢花

又腰为肾之府邸，如窦材《扁鹊心书·卷中·足

15 g、合欢皮 15 g、黄芪 50 g、巴戟天 20 g、杜仲

痿病》言“凡腰以下肾气主之，肾虚则下部无力，

20 g、补骨脂 20 g、千年健 15 g、肉苁蓉 20 g、穿

[6]

筋骨不用” 。故而腰脊伸展受限，发为骨痿。肝

山龙 15 g、续断 30 g、桑寄生 30 g、狗脊 15g、玛

肾同源、精血互生，盖痿之发病，多与二脏密不

卡 15 g、仙茅 15 g、淫羊藿 15 g、鸡血藤 25 g、

可分。若先天禀赋不足，或久病体虚；或房劳过

大血藤 25 g、制水蛭 8 g。20 剂，水煎服，每日 1

度，耗伤阴精；或情志异常，木气刚强，伤及阴

剂。嘱规律生活，运动量力而行，保持心情开朗，

血或后天脾胃不运，运化乏源等，均可致痿。李

避免熬夜。

老承袭并发展新安培元理论，重视后天之本，兼

2020 年 3 月 24 日二诊：服上方后患者精神大

补肾元，临证取补益肝肾、填精补髓法，使精血

振，浑身充满力量，形如平人，信心倍增。遂来

生、气血运、骨筋腱。

复诊，但自觉下肢关节疼痛，屈伸不利，拟上方
加伸筋草 12 g。20 剂，煎服法同前。

2

验案举隅

2020 年 4 月 14 日三诊：诸症控制平稳，病势

患者，男性，33 岁，2020 年 3 月 3 日初诊，

渐退。但近期夜尿频，房事不用，拟二诊方加桑

就诊于弋矶山医院国医大师工作室。主诉：双下

螵蛸 20 g、蛇床子 15 g，改黄芪至 60 g，去合欢

肢乏力伴肌肉渐进性萎缩 5 年余。自诉既往长期

花、合欢皮。20 剂，煎服法同前，巩固治疗。

吸烟饮酒，因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三餐无规律，

2020 年 5 月 26 日四诊：走路形如常人，诸症

情绪易激易怒。自 2015 年 1 月发现上下楼梯乏力，

明显缓解。李老予以上述组方加减化裁为丸剂，

甚则抬举受限，肢体迟缓无力，渐至皮毛枯槁，

叮嘱其坚持服用，防止其病情反复。

行走僵硬，如物捆绑，伴自汗、盗汗，后出现阳

按语：本案患者病机虚实兼杂，治法宜多法

痿早泄、大便溏薄、双足发凉、头晕耳鸣。于 2015

合用。患者辗转诊治于各大医院，治疗未果，信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院，取左股四头肌病理

心折损，多忧思郁结。李老当即予以疏肝解郁疗

检查 HE：肌纤维大小不等，可见多数肌纤维萎缩

法。
《本草经集注·卷第四·草木中品》言合欢“主

呈小角形，伴较多镶边空泡肌纤维，其内颗粒呈

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 7 ，合欢皮与合

嗜碱性。有少数肌纤维坏变，肌纤维肥大和分裂

欢花本是同根生之物，合欢皮不仅解忧思郁结之

不明显，有较多核内移。肌纤维间隙增宽不明显。

气，还可活络止痛。李老对久病或郁结者取二者

病理诊断为遗传性包涵体肌病；肌电图示肌源性

相伍，多解久病郁结之气。痿病日久，非一般轻

损害。基因项目检测未见致病突变。辗转于各大

剂所能奏效，故李老治痿病多投以大剂量黄芪为

医院治疗，一直服用维生素 B12、甲钴胺、辅酶

君 8 ，且多选用品质、药力更佳的内蒙北黄芪，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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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痿病虚证时多以黄芪 60 g 与当归 15 g 为核心配
[9]

伍 。治疗痿病用黄芪也是李老沿袭新安汪机固本
培元理论的体现

[10]

，其认为补气既可生血，又可

字，达阴阳平衡。除此之外，李老更提倡患者开
展适合自己的功能锻炼，养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
惯，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避免放弃治疗、自

活血，气充则血盈，气行则血行。巴戟天、杜仲、

暴自弃。总之，从多方面调整患者脏腑功能，助

补骨脂、千年健、肉苁蓉为李老治痿的有效方“痿

长正气，祛除病邪，助其康复。

症方”，该方温肾而不刚燥，无动阴之弊，且可强
筋骨、利关节。加续断、桑寄生、狗脊、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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