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21年10月第43卷第10期 Int J Trad Chin Med, October 2021, Vol. 43, No.10

·名医传承·

孙树椿应用清宫正骨手法联合中药治疗
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经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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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树椿教授为清宫正骨流派第六代传人，擅长诊治筋骨劳损与跌打损伤，临床治疗椎动

脉型颈椎病时，诊断上重视体格检查，并充分运用现代医学检查手段；治疗上重视对“筋”的调理，认
为“骨正筋柔”是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标准，以辨位施治为理念进行诊治，将清宫正骨手法与中药相结合
进行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治疗，取得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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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 动 脉 型 颈 椎 病 (cervical spondylosis of

多有颈椎曲度改变、寰枢关节不对称、颈 3/4 椎体

vertebral artery type, CAS)是指颈椎椎体或附件病

失稳或颈 2～3 棘突保护性位置等异常，均可帮助

变压迫椎动脉或刺激相应神经、血管导致的椎-基

诊断 CAS，且能间接反映颈部肌肉的紧张程度。

底动脉供血不足，产生眩晕、头痛、视物模糊等
[ ]

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征 1 ，属中医“眩晕症”

2

“项痹”等范畴。孙树椿教授是我国第一批国家

2.1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正骨”传承人，是清宫

是由于长期、反复筋伤导致颈椎退变影响颈部血

正骨第六代传承人，师承刘寿山先生，学术渊源

运，进而发病 6 。孙教授常采用清宫正骨手法颈椎

主要来自驷院绰班处的宫廷学派，从事骨伤科临

旋板手法治疗本病。手法是治疗筋伤的关键，熟

床、科研及教学工作已 50 余年，擅治筋骨劳损及

悉每个部位的解剖结构及病理改变是实施手法的

[2-4]

跌打损伤

。现总结其治疗 CAS 的经验如下。

清宫正骨手法与中药治疗相结合
清宫正骨手法：孙教授认为 CAS 属“筋伤”，
[ ]

基础，正确干预才可达“骨正筋柔”，缓解相关症
状。颈椎旋板手法的实施首先要用㨰法放松颈肩

1

中医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相结合

部、上背部的肌肉，再按揉捏拿颈项部，因㨰法、

孙教授提出根据病变部位辨位施治的独特理

按法、揉法、捏法等可活血行气、疏通经络，且

念 ，认为除重视辨证论治、整体施治外，还应根

通过放松类手法可准确掌握颈项部肌肉的紧张程

据病变部位施以治疗。孙教授重视对 CAS 患者的

度及筋结所在位置。待颈部肌肉完全放松后行扳

问诊和体格检查，强调问诊应注意患者对症状的

法，医者以左肘置于患者颌下，右手托扶枕部，

描述，如眩晕、项痛、视物模糊等，此即区别于

在牵引力下轻摇数次，使颈部肌肉放松；保持牵

其他相似疾病的鉴别要点；体格检查重视感受颈

引力，使患者头部转向左侧，当达到有固定感时，

项部肌肉的紧张度，因为颈椎结构改变会影响颈

在牵引下向左侧用力，此时可听到一声或多声弹

项部肌肉，这是手法治疗的基础。孙教授还重视

响，本法可旋完一侧再旋另一侧；最后以劈法和

现代医学检查手段，CAS 患者的 X 线影像学表现

拍法结束操作。手法的力度要遵循“三因”原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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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因部位而异；还需遵循

尚可。颈项肌紧张。双侧枕下三角区、C3～6 横突

轻、巧、柔、和原则，切忌暴力，筋喜柔不喜刚，

处及斜方肌压痛(+)，放射痛(-)。双侧旋颈试验

且“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手法也”
。

(+)。辅助检查：颈椎 X 线片示：颈椎曲度变直，

孙教授还善于把握患者心理和时机发力，做到“机

C3～6 椎体后缘轻度增生。颈椎 X 线片示：颈椎曲

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
。

度变直，C3～6 椎体后缘轻度增生。西医诊断：CAS。

中药治疗：孙教授认为，CAS 的发生主要与

中医诊断：眩晕病，证属痰湿瘀阻。治以手法松

瘀、痰、虚有关，痰瘀均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

解为主，中药内服为辅，行清宫正骨手法颈椎旋

产生头晕头痛等症状，且痰可蒙蔽心窍，导致头

板手法，并予颈Ⅲ号方加减：天麻 6 g、钩藤 12 g、

昏目眩等；老年患者肝肾亏虚，清阳不升，易致

川芎 10 g、白芷 9 g、细辛 3 g、葛根 12 g、黄芩

头目眩晕。临床中发现，CAS 患者多有肝阳上亢、

10 g、石斛 6 g、茯苓 10 g、栀子 12 g、首乌藤 9 g。

脉络瘀阻证之症状。故在施以颈椎旋板手法后多

7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早晚餐后温服。手法行

以中药调理，以增强体质、去除病因。孙教授自

毕，患者自觉头晕、背部疼痛缓解。9 月 18 日二

拟颈Ⅲ号方辨证加减治疗 CAS，药用天麻、钩藤、

诊，头晕症状基本消失，遂行颈椎旋板手法巩固，

川芎、延胡索、白芷、细辛、葛根、黄芩。天麻、

停用中药。又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10 月 8 日就

钩藤可平抑肝阳、祛风通络、熄风止痉、定眩；

诊 2 次，均行手法治疗，上述症状未再出现。

2.2

川芎、延胡索、白芷、细辛活血行气、祛风止痛；

按语：CAS 头晕需与血管性头晕、耳源性头

葛根、黄芩清热解肌。诸药合用共奏平肝潜阳、

晕等相鉴别，本患者有头晕并颈背部不适病史，

活血解痉之功。对于以痰湿热为主，舌黯红、苔

查体除颈肩部有压痛及一些条索状结节、双侧旋

厚腻，脉弦或滑的患者，多去延胡索，加石斛、

颈试验(+)外，余无阳性发现，故诊为 CAS 头晕。

瓜蒌、栀子、首乌藤等；以气血虚为主，舌淡苔

对 CAS 患者实施旋板手法以调整颈椎的静力性平

薄，脉弱的患者，多去延胡索、白芷，加党参、

衡，从而缓解症状，配合中药可事半功倍。

黄芪、桂枝等；以肝肾不足为主，舌干、红、苔
薄，脉弦的患者，多去黄芩，加熟地黄、麦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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