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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推拿三字经流派、孙重三推拿流派、张汉臣推拿流派、小儿捏脊推拿流派、海派儿

科推拿流派、刘开运儿科推拿流派的学术特色、主要治法及手法特点，并介绍各流派治疗小儿厌食症的
思路与方法。小儿推拿治疗厌食症方法多样，疗效可靠，且操作简便，较为安全。目前在小儿推拿治疗
厌食症领域内，经验总结类文献、个案病例报道较多，多中心、大样本的 RCT 较少；对作用机制研究涉
及较少；各流派学术思想、辨证方法、推拿方法各不相同，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准指南，不利于临床推广。
故在继承各流派学术特色基础上，应进一步推进建立适应于现代临床的小儿推拿体系、明确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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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main treatment methods and

mani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xpediatricmassage schools, including Sun Chongsan massage school, Zhang
Hanchen massage school, pediatric chiropractic massage school, Shanghai pediatric massage school and Liu
Kaiyun massage school, and introduc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each school in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anorexia. Forchildren’s anorexia, massage has various methods, but is reliable curative effect, simple and safe
oper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experience summary literature and case reports, but few RCT with multi
center or large sample.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massage is few. The academic idea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and massage methods of various schools showed different, so it wa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 unified standard guid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chools,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clinical pediatric massage system and clarify it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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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厌食症是排除全身性和消化道器质性疾

机体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严重影响其身

病等情况，较长时间食欲减退或消失，甚至拒食

心健康 1 。小儿推拿治疗本病疗效显著 2 。三字经

的病症，1～6 岁儿童多发，可致患儿营养不良、

流派、孙重三推拿流派、张汉臣推拿流派、小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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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脊推拿流派、海派儿科推拿流派、刘开运儿科

1.2

孙重三推拿流派：以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推拿流派是较有影响力的小儿推拿流派。现综述

孙重三老中医为代表的孙重三推拿流派亦为齐鲁

各流派学术特色及治疗小儿厌食症的经验如下。

三大小儿推拿流派之一。孙老在理论上遵循中医
辨治的“理法穴术”
，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1
1.1

六大小儿推拿流派学术特色及治疗经验
推拿三字经流派：清代徐宗礼于 1877 年著成

念，诊断上强调望诊和闻诊在儿科诊察中的重要
性，临床上常用穴有 70 余个，重视手穴与体穴相

《推拿三字经》，创立推拿三字经流派，因其取穴

配伍，依据病情灵活选穴，以达补、泻、升、降、

少、易学、疗效好、重复性强而在民间广为流传。

温、清之效 3

建国后，推拿三字经流派以山东小儿推拿名家，

推拿学术思想及经验，临床应用其“十三大手法”，

青岛市中医院李德修老中医为代表，其继承了徐

即摇斗肘、打马过天河、黄蜂入洞、水底捞月、

氏推拿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使该流派发展成为

飞经走气、按弦走搓摩、二龙戏珠、苍龙摆尾、

近代山东地区小儿推拿疗法中具代表性的三门流

猿猴摘果、擦脐及龟尾并擦七节骨、赤凤点头、

[3]

[ ，6 ]

。孙老继承了林椒圃老中医的小儿

派之一 。此流派理论上重视小儿纯阳之体，认为

凤凰展翅、按摇肩井。毕永升教授于 1962 年正式

小儿脾常不足，饮食失调，必伤脾胃，胃阴伤则

拜孙老为师，并博采众长，亦求教从学于张汉臣、

不思饮食，脾阳伤则运化失职；诊法方面重视望

李德修、刘开运等小儿推拿名医，其在孙老轻快、

诊，擅望“印堂”
，
《推拿三字经》曰：
“诊脉不如

柔和、均匀、深透的手法特点基础上，特别强调

看印堂，印堂穴用水洗净观之……何色分何病，

临证手法的精准性，认为教材中应阐明推拿次数、

必须细心详查。”后由李老总结“印堂为脾胃之病，

强度、介质使用及操作特点等影响疗效的因素，

小儿精血未全，十有九虚，恣食瓜果，恒伤脾胃，

针对脾气虚弱患儿腹泻、疳积、厌食、感冒等症，

脾虚作泻，不能健运，久或成积，审其虚实，以

多治以健脾益气之法 7 。张素芳教授秉承孙老的

定补或清的治则”(详见青岛市中医院王蕴华整理

“天人合一”观，常用手法有按摩掐揉推运搓摇，

的《李德修小儿推拿技法》)，为推拿治疗小儿厌

自创特色操作如解表三穴“揉外劳、推三关、天

食症提供了辨治基础。

门入虎口”，并对摩法、按弦走搓摩法、开璇玑、

该流派在治疗方面，主张祛邪为先，以清为

[ ]

[ ]

拿肚角等有独到见解 8 。

主，重视清肝经、胃经及清补脾经，治疗厌食症

该流派手法轻巧、柔和、渗透，治疗厌食症

时多清、补兼施，取穴少而精，推拿时间长，常

多辨证施治，脾失健运者补脾经、运内八卦、掐

用推、拿、揉、捣、分合、运 6 种手法，既注重

揉四横纹、摩中脘，以及按揉脾俞、胃俞、肝俞；

运用独穴治病，又常两穴联推以增强疗效，脾运

胃阴不足者选补脾经、运内八卦、分手阴阳、揉

失健型加推四横纹，胃阴不足型加揉二人上马穴，

板门、补胃经、揉中脘、关元，以及按揉胃、三

脾胃气虚型加平肝经，一般主穴操作 10～15 min，

焦、肾俞穴；脾胃气虚者选补脾经、推大肠、补

[4]

[5]

配穴操作 5 min 。杨京华等 以上述疗法治疗小

肾经、摩腹、推上七节骨、捏脊、重提脾俞、胃

儿厌食症，脾运失健加顺运八卦 5 min，脾胃虚弱

俞、肾俞 9 。李慧梅 10 基于上述思路，通过补脾

加捏脊 5 遍，治疗 14 d，临床总有效率达 88.24%，

经 300 次，掐揉四横纹 2 min，运内八卦 300 次，

患儿食欲、食量、面色等方面中医证候评分均改

捏脊 3～5 遍，按揉脾俞、胃俞每穴各 1 min，随

善，且未发现与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表明该疗

证加减，治疗脾失健运型厌食症患儿，28 d 后，

法治疗本病疗效及安全性较好。

总有效率达 100%，综合疗效及中医证候疗效痊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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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优于小儿消食片治疗(47.0%比 13.3%、60.0%

的。该流派治疗上多以“小儿疳积”为切入点，

比 26.7%)，患儿病情不易反复。

手段上集外治手法、内服药物、贴敷为一体，多

张汉臣推拿流派：齐鲁地区小儿推拿三大流

以外治法为主，配合冯氏口服消积散和外敷冯氏

派还包括以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汉臣教授为代

化痞膏，操作简便、疗效显著 15 。手法上以传统

表的张汉臣推拿流派。张老以清代《厘正按摩要

的推、捏、捻、提、放为基础，结合冯氏特有的

术》学术思想为理论基础。其推崇小儿为稚阴稚

揉、按手法。

1.3

[

]

阳之体的观点，治疗上强调“治病求本”，注重扶

该流派认为，小儿厌食症的病机多为先天不

正以助祛邪，严守“补虚扶弱”和“补泻兼治”

足或后天养护不当造成脾胃不和，冯氏捏积可直

治法，创立小儿推拿“扶正派”

[11]

。该流派亦重

接作用于脾俞、肾俞，通过补养先天肾精、健养

视望诊，通过观察小儿形态及面部不同部位的色

后天脾胃，促进脏腑功能及气血运行，从而达到

泽改变来诊断疾病。临证中，取穴精简、治理分

百脉疏通、五脏安和 16 。该流派治疗厌食的基本

明，善用“术组”与“术对”构成推拿处方的基

手法为从患儿尾椎骨开始，沿督脉自下而上捏拿

本单元，并重视配穴，常首选补肾水之穴，在穴

至大椎穴，共 6 次，第 5 次时重提胃俞、脾俞及

位应用上，以手臂穴位为主、全身穴位为辅。手

大肠俞，最后 1 次捏拿结束后，揉按肾俞 10 次，

法上长于应用徐疾补泻和轻重补泻。

按患儿病情程度及营养状况采用不同指力 16-17 。

[

]

[

[

]

]

张老认为，小儿厌食多因脾胃不和，湿浊中

郑军等 15 以规范化冯氏捏积疗法治疗厌食症患儿

阻或中气虚弱致运化机能失调，分病位在脾在胃

257 例，每日上午捏积，6 d 为 1 个疗程，第 4 天

之不同，病在脾主穴选推补脾土穴 7 min，逆运内

晨起空腹服冯氏消积散，第 6 天贴敷冯氏化痞膏，

八卦 2 min，推四横纹 4 min，揉合谷 1 min；配以

治疗后，总有效率可达 94.2%，且可改善患儿 D-

推补肾水穴 5 min，揉外劳宫 4 min，揉二人上马

木糖吸收排泄率，增强脾胃的吸收功能。

穴 3 min，推清天河水 1 min。病在胃主穴选逆运

1.5

内八卦 2 min，推四横纹 4 min，揉合谷 1 min；配

海地区海派中医基础上，汲取上海一指禅推拿、

以推清肺经 5 min，揉小天心 3 min，揉二人上马

内功推拿和㨰法推拿的精髓，形成具海派特色的

穴 3 min，推清天河水 1 min。脾胃俱病，推补脾

小儿推拿流派。金义成为其代表性人物，其学术

土穴 5 min，揉一窝风 4 min，逆运内八卦 2 min，

特色在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着重创新、与时

推四横纹 4 min，
揉合谷 1 min；
配以揉外劳宫 4 min，

俱进 18 。因患儿常无法正确表达病情，故该流派

推补肾水穴 5 min，揉二人上马穴 3 min，推清天河

在诊法方面重视“触诊”的运用，通过按压胸腹、

[12]

水 1 min

。临床基于张老思路治疗本病可取得显

[13]

著疗效

。

海派儿科推拿流派：海派儿科推拿是指在上

[

]

腰背、四肢手足等测知疾病病位、寒热、虚实。
同时，认为手法推拿指腹接触穴位的面积数百倍

小儿捏脊推拿流派：当代小儿捏脊流派以北

于针尖，故提出“穴部”的观点，加之小儿穴位

京地区的冯氏捏积为代表，冯泉福为冯氏捏积的

有点、线、面之特点，故“穴部”更可体现出推

1.4

第四代传人，享有“捏脊冯”美称

[14]

。捏脊法基

拿手法的治疗特点。治疗中除传统的“八法”外，

于中医“督脉”理论，认为督脉主统全身阳气，

还提出“通”法，根据“痛则不通、不通则痛”

且任、督、冲脉相连，络肾通脑，具有沟通表里、

理论，以痛点为治疗所在，提出“以通为用、以

上下、内外的作用，提捏患儿脊背皮肤可振奋督

通为补”观点。此外还非常重视固本与补泻。推

脉阳气，调整全身阴阳之气，以达治疗疾病的目

拿手法上提出“复式操作法”概念，如黄蜂入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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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水入土、运土入水、水底捞月、打马过河、开

选穴、反佐选穴，还有对症选穴和特色的开窍、

璇玑、按弦搓摩、揉脐及鱼尾并擦七节骨、总收

关窍手法 25 。刘老认为，五经与五脏相通，取用

[

]

[

]

法 19 。海派儿推流派具兼容并蓄的特点，在诊法、

五经意在调五脏，并与五行相配。且脾为后天之

治法、手法上均有创新，扩展了小儿推拿的临床

本，小儿以脾为本，故脾经宜补不宜清。根据五

应用范围，除善治常见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

行相生，火生土，故在补脾的同时补心。

外，该流派还善治外科疾病，如小儿肌性斜颈、
[20]

小儿脑瘫、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等

。

刘老治疗小儿厌食症除开窍手法(开天门、推
坎宫、推太阳、按总筋、分阴阳各 24 次)和关窍

金教授认为，小儿厌食症主要由脾胃功能失

手法(按肩井 2～3 次)外，脾失健运型补脾经 350

调引起，可分虚实两类，治疗方面，基本手法为

次，补心经 100 次，清肝经 250 次、补肺经 150

补脾经 300 次，摩腹 5 min，揉中脘 300 次，按揉

次、补肾经 200 次，捏脊 20～30 遍。脾胃积热者

足三里 50 次，捏脊 3～5 次。脾胃积食者，加清

先清脾经 400 次，再补脾经 100 次，清心经 100

脾胃、揉板门、清天河水、一指禅推或指揉脾俞

次，清肝经 300 次、补肺经 150 次、补肾经 350

300 次、一指禅推或指揉胃俞 300 次；脾胃虚弱者，

次，捏脊 20～30 遍。脾胃虚寒者补脾经 500 次，

加推三关、揉外劳宫、一指禅推或指揉脾俞 300

补心经 150 次，补肺经 200 次、补肾经 200 次，

[21]

次、一指禅推或指揉胃俞 300 次

[22]

。汤丽珠

治

疗 2 组厌食症患儿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海派儿科

[

]

捏脊 20～30 遍。贾元斌等 26 以刘氏五经推拿法治
疗厌食症患儿 70 例，治疗 14 d，总有效率达 94.2%。

推拿的运脾开胃推拿手法，主穴治以补脾经、摩
腹、揉中脘、指揉足兰里(双侧)、捏脊，配以推

2

小结

三关，揉外劳宫(双侧)，指揉脾命(双侧)，指揉

小儿推拿治疗厌食症方法多样，疗效可靠，

胃俞(双侧)；对照组采用山麦健脾口服液。治疗

且操作简便，较为安全。目前在小儿推拿治疗厌

30 d ， 治 疗 组 总 有 效 率 优 于 对 照 组 (96.67% 比

食症领域内，经验总结类文献、个案病例报道较

76.67%)，2 组患儿食欲、食量、血红蛋白、血锌

多，多中心、大样本的 RCT 较少；对作用机制研

情况均改善，推拿疗法改善上述症状的效果优于

究涉及较少，无法从现代医学理论角度解释其作

山麦健脾口服液，而在次要症候积分、身高、体

用机制。各流派学术思想、辨证方法、推拿方法

重方面二者疗效无明显差异。

各不相同，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准指南，不利于临

刘开运儿科推拿流派：刘开运推拿流派以苗

床推广。因此，在继承各流派学术特色基础上，

族推拿名家刘开运为代表，其精通中医、苗医、

应进一步推进建立适应于现代临床的小儿推拿体

1.6

推拿，融合三者于一炉，尤擅儿科推拿

[23]

。其以

五行学说的生克理论和藏象学说为基础，结合小
儿五脏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以“推五经”为

系，明确其不同治疗方案的作用机制，以期更好
地为临床服务。
利益冲突申明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其他第三

核心的刘氏小儿推拿法。诊疗以五脏六腑为纲，

方的资助或服务，均无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利益

依患儿病候进行脏腑辨证，以定位主病之脏，再

作者贡献声明

选取相应的五经腧穴，如肺病主推肺经，以补母、

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高殿璞：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

泻子、抑强、扶弱为治疗原则，通过运用补法(旋

阅、指导

参

推)和泻法(直推)相配合，以平衡脏腑虚实，使疾
[

]

病向愈 24 。取穴上不仅有基于“推五经”的辨证

侯晓瑶：酝酿设计、实施研究、起草文章、对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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