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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杨兆民

( 南京中医药 大学针灸研究所, 江苏210029)

通过分析经典及现代穴性观, 认为由于腧穴是一种机体内在的并通过针灸等治疗手段而起
作用的治疗因素, 所以研究腧穴的性质不能沿用研究药性的模式; 由于腧穴的主治是由病性、
病情、
摘

要

腧穴、针灸方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 所以也不能以主治为其基础。研究腧穴的性质必须以《内
经》
从经论穴、
从穴调经的观点出发, 以腧穴的两个特性为依据, 只有具体的而无抽象的穴性。
主题词 穴位特异性 穴位生理 穴位研究
关于腧穴的性质, 历来有许多观点, 近来有
一种趋势, 要把穴性按药性的模式来归纳, 并特

如上面的引文“
五脏有俞, 六府有合”就表
明有一些腧穴是与一定的脏腑相关联的。
《
素问

别强调单穴的性质作用。
在对针灸处方的研究

õ气穴论》“
脏俞五十穴, 府俞七十二穴”, 这表明

中亦反映出穴性药性化的思想。
如果真能把穴

腧穴与脏腑的联系不仅仅是指腧穴通过经络与

性如药性一样规范下来, 对于针灸临床和科研

所属脏腑的联系, 而且有一些腧穴与脏腑有不

极有意义, 但这恐非易事。
因为腧穴与药物虽然
都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两者却存

同于其它腧穴的特殊联系。
1. 4 腧穴具有主治特性

在重大区别: ( 1) 腧穴是机体内在的, 药物是外

《
素问》
中“
热俞、
水俞、
寒热俞”
等概念表明

源性的; ( 2) 腧穴是通过针灸等手段作用后才起

当时已认识到一些腧穴是与特定性质的疾病相

疗效的, 药物的效应并不依赖于此; ( 3) 药物的

关联的, 《灵枢õ终始篇》
“从腰以上者, 手太阴阳

性质是可以通过体外分析来测定的, 腧穴则不

明皆主之; 从腰以下者, 足太阴阳明皆主之”, 表

能。
所以, 研究穴性显然不能走研 究药性的路
子, 那么, 决定腧穴性质的因素是什么?确定腧

明腧穴具有分部主治的特点, 但全书没有对具
体腧穴的性质进行归纳。后世的一些歌赋特别

穴性质的原则是什么呢?

强调腧穴的主治性质, 《
玉龙歌》
是其代表, 它导

1

经典文献对穴性的论述

1. 1 腧穴具有定位性

致了人们以主治代穴性的倾向。主治是腧穴的
一个重要特性, 但并不代表穴性, 现在往往是从

《素问õ阴阳应象大论》“
气穴所发, 各有处

主治来概括穴性, 曰××穴具有补益肝肾的性

名”
, 表明在《
内经》
时代的腧穴( 气穴) 概念中,
它是有其位置的, 《
气府论》、
《
骨空论》
、
《
水热穴

质, 其实这只是××穴在特定条件下( 病性、配
伍、手法) 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该穴固定不变的

论》
均详细描述了腧穴的具体位置, 从而表明了

性质, 所以不能以主治代穴性, 故《
针灸问对》

腧穴具有定位的特性。

( 明õ汪机, 见江苏科技出版社, 1985) 云: “
治病

1. 2 腧穴具有循经性

无定穴也”
。另外, 腧穴的主治亦不应与经络的

《
素问õ气府论》以“×××脉气所发”
讨论
了手足三阳经及督、任、冲等经腧穴的特性, 表

主治混同, 经络的主治是该经腧穴的共性, 不能
代替具体腧穴的特征。

明腧穴是与经脉相联系的。
《素问õ调经论》“
夫

此外腧穴还具有定名性、配伍性、
定时开阖

十二经脉者, 皆络三百六十五节”
,《
素问õ痹论》

性、
特定归属性( 五输穴、下合穴、
络穴、原穴等)

“
五脏有俞, 六府有合, 循脉之分, 各有所发”
,则

等等性质, 但就是没有与药性相类的穴性, 这并

明确表明了腧穴的循经特性。

不是由于先哲们不想这样做, 而是他们意识到,

1. 3 腧穴具有脏腑归属性

穴性是无法这样归纳的。《
针灸问对》
云“
邪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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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与正周流上下, 或在气分, 或在血分, 无有定
止。
故喻 用针, 正如用兵, 彼动则此应, 或出于

种特征。
我们常常提到的腧穴作用的双向性就
是腧穴的相对特性的典型表现。

奇, 或守以正, 无有定制。
医者不究病因, 不察传

3. 2

变, 惟守某穴主某病之说, 执中无权, 按谱施治,
譬之狂潦泛溢, 欲塞下流, 而获安者亦偶然耳!

《
内经》
时代以后( 具体难以考证) 人们常将
腧穴称为穴位, 现在也是不加区别地应用这两

夫病变无穷, 灸刺之法亦无穷, 或在上, 下取之,

个概念。
穴位即穴之位也, 这种用法反映了一种

或在下, 上取之, 或正取 之, 或直取之。审经与

观念: 腧穴就是指的腧穴的位置, 体现了人们重

络, 分血与气, 病随经所在, 穴随经而取, 庶得随
机应变之理, 岂可执以某穴主某病哉! ……苟不

定位轻性质的思想, 同时也体现了位置的重要
性——它是固定不变的, 是属于某个腧穴的绝

知通变, 徒执孔穴, 所谓按图索骥, 安能尽其法

对的特征, 所以, 腧穴的性质中亦包含了绝对性

哉?”
因为用穴治病受到病性、
刺法、
取穴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所以妄定穴性是不可取的。

的内容。
这两个特征也反映了人们认识腧穴的发展

2

腧穴特性的现代认识

腧穴的绝对性特征

的过 程。在《
内经》时代, 人们重视 的是腧穴的

现代对腧穴性质的认识是从腧穴的形态学

“
腧”的特性——输布、
疏通, 而对它的定位特性

特征研究开始的, 试图找到腧穴的特殊结构, 但
终未有所发现; 然后就注重于腧穴的相对特异

则主要强调它的经络归属特性, 并由此将经脉
及络属脏腑的病症与具体腧穴联系起来, 从而

性 功能 的研究, 这方 面虽 有进展 ( 如电、光特

形成“
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
的原则, 即使对特定

性) , 亦无成熟的成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 许氏提

穴的认识亦是与经脉中血气运行的状态相关联

出“
归纳穴位性能的思路: 不管穴位的主治病证
多少, 都可以每个穴位的主治病证为依据, 从中

的, 而对于腧穴的具体定位并不显得特别重视,
可见当时对于腧穴的认识侧重的是其与经络的

概括出这个穴位在去除病因、调整机能方面的

关系。《
甲乙经》以后, 则重视了腧穴的定位,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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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肖氏 、张氏 均提出要 区分穴性的
共性与个性的观点, 但对如何区分没有作深入

至到了重穴轻经的程度, 唐代《
千金方》对经外
奇穴的认识固然扩大了腧穴的范围, 但从另一

的论述。
所以到目前为止, 《腧穴学》
教材还没有

方面则削弱了腧穴与经络的联系, 使《内经》中

关穴性的系统内容。那么, 究竟有没有穴性呢?

经与穴的有机联系开始瓦解。
直到现在见穴不

笔者认为, 穴性当然是有的, 但归纳穴性只有跳
出以主治为基础、以药性为模式的思路, 全面考

见经的流弊依然很严重, 对单穴治病的推崇就
是一种表现。
人们常讲中医的理论自《内经》以

察腧穴的特性, 才能形成科学的穴性学说。

来没有多大的发展, 确实 是这样, 不但没 有发

3 腧穴的两个主要特征
3. 1 腧穴的相对性特征

展, 反而是被肢解了, 那么, 是不是就应回到《
内
经》呢? 当然不是, 因为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

腧穴在《内经》
中又称为“
气穴”
、“
气府”
,为

的, 我们无论如何只能是现代人以现代的方式

“
脉气所发”
、“
神气之游行出入”之处, 同时又是

来研究它, 应该做的是以《
内经》
给我们的启示

“
邪气之所客”
, 还是“
针之所由行”
、
“游针之居”
之处。
这表明了腧穴的三个作用: 生理上反映经

来建立新的学说, 《内经》关于穴性给我们的最
大的启示是从经论穴、
从穴调经。

络并通过经络反映脏腑的功能状况, 病理上是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认识到决定腧穴

邪气侵袭人体的地方, 治疗上是针灸直接作用
的部位。也就是说腧穴在发挥作用时是与脏腑

性质的因素是: ( 1) 腧穴的经络脏腑属性, 这是
它的绝对性质; ( 2) 腧穴的即时状态, 这是它的

经络的状态、病邪的性质、
针灸的方法密切相关

相对性质。腧穴的经络脏腑属性不仅仅是指腧

的。
所以穴性也就是与以上诸因素相联系的相

穴属何经何脏, 更重要的是指该穴在该经所处

对的一种性质, 是在诸因素的互动中表现的一

的位置—— 这个位置决定 了该穴与经气 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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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穴的基本特征。
特定穴是
我们熟知的关于腧穴的理论, 它的内容就是关

协同而实现的。
这样关于穴性的基本原理则是:
只有具体的穴性而无抽象的穴性, 穴性只能是

于经气、
脏腑之气等与腧穴的关系, 而这些腧穴

以腧穴的经络脏腑属性及即时状态为基础确定

的特定性质的获 得则取决于它在该经中的位
置; 腧穴的即时状态是指在某个具体的病理状

的具体腧穴在具体治疗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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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因为治病是通过腧穴之间及腧穴与针法的

针刺治疗假性球麻痹饮食咳呛30例
高丽英

指导: 张光泰

( 北京市崇文区第一人民医院针灸科, 100075)

假性球麻痹又称延髓中枢性麻痹, 临床主
要表现为咀嚼吞咽困难, 语言障碍, 饮食饮水咳

3 疗效观察
3. 1

呛, 多见于二次中风的病人。
近年来, 对30例该
型患者进行观察治疗,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现予
报道。
1

临床资料

疗效标准
近期痊愈: 饮食不咳呛, 吞咽正常, 随访半

年未复发。
显效: 吞咽功能基本恢复, 偶有咳呛。
有效: 饮食时偶有咳呛, 吞咽功能好转。无效: 经
过10次治疗饮食咳呛及吞咽症状无进步。

本组病人根据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1983
年版《
实用内科学》确诊。
共30例, 其中男17例,

3. 2

女13例; 年龄最小46岁, 最大71岁; 病程最短1个

有效2例, 无效2例, 总有效率为93. 33% 。
4 讨论

月, 最长1年半。
患脑梗塞27例, 脑动脉硬化1例,
脑出血2例。
根据全 国中医急诊研讨 会1987年 制订的
《
中风诊疗规范》
分型, 属于肝阳上亢型7例, 风
痰阻络型10例, 风痰上扰型3例, 气虚血瘀型7
例, 阴虚风动型3例。
2

治疗方法

治疗结果
本组30例, 经治疗近期痊愈23例, 显效3例,

假性球麻痹属中风病的常见合并症。吞咽
功能是人的本能运动, 从解剖角度看, 假性球麻
痹是由于两侧皮质延髓束病理性 损害所产生
的, 临床表现为受延髓支 配的肌肉瘫痪, 累及
咽、喉、舌功能障碍。中医病机是肝肾不足而致
肝风内动, 痰涎上扰或上逆, 脉道闭塞, 神明受

2. 1 取穴

蔽所致。
选择水沟是因其是督脉穴, 督脉络属于

主穴: 印堂、
水沟。配穴: 肝阳上亢型加泻太
冲; 风痰阻络型泻丰隆、阴陵泉; 风痰上扰型泻

脑, 并辖于元神之府, 可以治疗元神之府所产生
的病变, 也是醒脑开窍的要穴。
印堂为经外穴,

丰隆; 气虚血瘀型补关元、
足三里; 阴虚风动型

是气血所集聚之处。根据《
灵枢õ五色篇》记载:

加补太溪。
2. 2 操作

眉间为阙, 阙上即是咽喉在面部相应的位置, 可

印堂平刺, 手法平补平泻捻转; 水沟, 针尖
向鼻中隔刺入, 雀啄刺激, 以患者能耐受为度。
每日1次或隔日1次, 10次为一疗程。

以治疗咽喉的疾病。配以太冲、
丰隆、
关元、
足三
里、
太溪、阴陵泉等穴标本同治, 相互配伍, 主次
分明, 取得良好的效果。
( 收稿日期: 1997-09-22, 赵昕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