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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才教授 1969 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医专
业, 即留校从事针灸的教学、
医疗和科研工作。现任南
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弟子有幸师从王启才教授门下深造, 现不揣浅陋,
将王启才教授的学术思想简介如下。
1 触类旁通 精于腧穴应用
1. 1 总结归纳腧穴性能 对于十四经穴而言, 各经腧
穴的性能、
功能和主治作用各有异同。概括主治共性,
区别主治特性, 就能引导临床 医师从繁到简, 增强理
解, 全面了解和掌握腧穴的主治作用及临床应用。
老师认为: 腧穴的功能作用就是穴性, 穴性既是对
腧穴主治作用的概括, 也是决定腧穴主治范围的前提
和基础。诸如百会穴能救治昏迷、休克, 即有/ 醒脑开
窍、
回阳固脱0 的穴性; 风池穴 能治疗感冒, 并用于耳
鸣、
近视等, 即有/ 疏风解表、聪耳明目0的穴性。反过
来看, 知道了一个腧穴的穴性, 也就知道了它的主治范
围。例如内关的穴性是/ 宽胸理气、
和胃降逆0, 即可用
于治疗因心肺疾患引起的胸痛、
胸闷、
心悸、
咳喘, 因胃
肠病导致的胃痛、
恶心、
呕吐、呃逆、
嗳气、
反酸等; 阳陵
泉的穴性是/ 疏肝利胆、
舒筋通络0, 即可用于治疗因肝
胆疾患引起的各种肝炎、胆管炎、胆石症、胆道蛔虫症
以及一切与/ 筋0有关的病变如肢体痉挛、
角弓反张、
落
枕、
急性腰扭伤、
关节扭挫伤等等。
穴性与主治之间, 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
关系。研究穴性, 是对腧穴主治作用认识的一种深化,
有利于开拓腧穴的主治范围, 有利于针灸临床选穴配
方。经过对全身腧穴治疗作用的总结、分析、归纳, 老
师在其5针医心悟6一书中将腧穴划分为强身保健穴、
补气穴、
补血穴、宁 心安神穴、醒脑开窍穴、回阳固脱
( 升压) 穴、滋阴潜阳( 降压) 穴、祛风穴、止痒穴、清热
穴、
温经散寒穴、
发汗( 止汗) 穴、
止咳平喘穴、健脾化痰
穴、
止呕( 催吐) 穴、
健胃消食穴、
止泄( 通便) 穴、
利尿消
肿穴、
理脾调经穴、
止血穴、
定痉穴、
宣通官窍穴以及镇
痛穴等 23 类。
1. 2 经外奇穴的/ 四奇0与归经 对/ 经外奇穴0的理
解, 历来众说不一。/ 经外0二字, 有认为指/ 十四经脉
之外0者, 也有认为指/ 十四经穴之外0 者。/ 奇0字, 有
认为/ 奇零之义0者, 也有认为/ 奇特疗效0者。
王师认为: / 经外奇穴0的/ 经外0, 当指/ 十四经脉
之外0。/ 经0字, 显然是指的经脉, 而非经穴。在经外
奇穴中, 不该包括那些实际上是位于十四经脉循行线

上的腧穴。/ 奇0 者, 异于常也。归纳起 来有以下/ 四
奇0: 部位奇、
数目奇、
取法奇、疗效奇。
针对/ 十年动乱0期间涌现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所谓
/ 新穴0, 而且命名也极端混乱, 王教授认为: 既然十四
经是整个经络系统的主体, 那么, 经穴也理所当然应是
人体所有腧穴的主体, 即在防治疾病方面是起主导作
用的, 在数目上也应占绝对优势, 否则, 就是主次颠倒。
/ 十年动乱0期间, 奇穴和新穴的数目已大大超过了经
穴的 4 倍还多。许多都是同十四经穴异名同位或几近
重合的, 有的则属于组合穴或配穴处方, 甚至有些针刺
方法也被视为/ 新穴0 ( 如/ 二关0即内关透外关、
/ 向尾
针0包括大椎透至阳、
筋缩透悬枢、命门透腰阳关等) 。
凡此种种, 均有巧立名目、
滥竽充数之嫌。
老师认为: 穴位的无止境增加, 就意味着人身处处
都是穴。反过来说, 就成了人身只有一个穴, 那就是阿
是穴。这实际上是一种/ 无经无穴论0。它不但不利于
针灸疗法的应用和发展, 更不会对针灸学的丰富和发
展发生深远的影响, 而只能使针灸学处于名存实亡的
境地。腧穴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数目的增加, 更重要的
还表现在对腧穴功能作用 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新
穴,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杜绝弄虚作假的华
而不实作风。
老师提出对印堂、
太阳、
阑尾穴、
胆囊穴、胃脘下俞
( 即/ 胰俞0) 等 20 个经外穴的/ 归经转正0问题。并主
张去掉/ 乳中0一穴, 因为根据古今针灸文献的一致记
载, 乳中并无任何治疗作用, 且既不能针刺, 也不宜施
灸, 仅仅作为体表的定位取穴标志, 已经失去了作为腧
穴的意义, 理应废弃。这样, 人体十四经穴的总数就暂
定为 380 个。
1. 3 发现翳风穴治疗呃逆新用 在多年针灸临床实
践中, 导师摸索出按压翳风穴治疗顽固性呃逆的新方
法。国内许多同道按照老师所介绍的方法, 对翳风穴
治疗呃逆的效果进行了临床验证, 均收到十分满意的
疗效。
此外, 结合临床应用的心得体会, 导师总结的/ 合
谷十大配穴的临床应用0, 均体现了他腧穴应用的学术
造诣。
2 思路开阔 探索刺灸实践
2. 1 针对临床中有的病人尤其是初次接受针刺治疗
的人存在怕痛的心理, 如何最大程度地减轻针刺时的
疼痛? 王启才教授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 总结出消(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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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病人怕痛的心理顾虑) 、选( 选择好的针具与舒适的
体位) 、
准( 准确取穴) 、干( 下针必待消毒酒精挥发干,
夹持进针或出针时必须用干棉球) 、
散( 利用一定的方
式分散病人的注意力) 、避( 进针时避开血管、肌腱、韧
带、
瘢痕和毛孔) 、
押( 押手巧妙配合) 、浅( 进针适当浅
一些) 、
轻( 手法轻巧柔和) 、
问( 正确发问, 不问病人/ 痛
不痛?0) 的针刺无痛十要诀。
2. 2 滞针是留针过程中比较多见的一种现象。王师
传授: 如果按常规处理无效, 可酌情采用以下 2 种/ 调
虎离山0之法。
2. 2. 1 针刺/ 调虎离山0 一处滞针, 可在与滞针穴同
一经脉或同一肌群的另一处加刺 1 针, 当新刺的 1 针
肌肉收缩后, 原滞 针穴自然松解, 可顺势出 针。这种
/ 调虎离山0之计, 起到了/ 围魏救赵0的作用。
2. 2. 2 冷敷/ 调虎离山0 一处滞针, 可在局部热敷、
艾灸的基础上, 在距滞针 处不远的地方实施 冷敷法。
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 滞针处遇热松弛, 冷敷处遇冷收
缩, 滞针现象也就自然解除了。
2. 3 提出/ 经期禁针0 的新见解 关于妇女针灸注意
事项, 古今针灸文献只注重孕期的禁针, 而对于经期是
否适宜针刺却没有论及。许多医生对经期不宜针灸也
不清楚, 因而由经期针灸导致的月经异常也就时有发
生。
在针灸临床工作中, 老师发现一些中青年女性患
者在用针灸治疗其它疾病的过程中, 由于月经期间没
有停止治疗, 使得本为很有规律、
比较正常的月经产生
了紊乱。为此, 老师提出了/ 经期禁针0的新见解, 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参编并审定国家统编教材5针灸学6
( 第 4 版) 的时候首次将这一全新 的学术观点写进了
/ 针刺注意事项0之中, 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 并被后
来的教材所沿用。
此外, 以/ 合谷刺法0 为主治 疗颜面神经麻 痹、用
/ 人为滞针法0治疗胃下垂等病症, 也是王师对5黄帝内
经6以及古代刺法心领神会的运用。
3 钻研内难 首倡治神守气
5素问#宝 命全形论6 篇说: / 凡刺之真, 必先治神
,,经气已至, 慎守勿失。
0旨在言明治神守气是针灸
施治的基础和前提。王师认为: 所谓治神, 一是在针灸
施治前后注重调治病人的精神状态; 二是在针灸操作
过程中, 医者专一其神, 意守神气; 病人神情安定, 意守
感传。可见, 针灸临床必须把/ 治神0放在首位, 并且贯
穿于针灸治疗的全过程之中。
针灸治病, 注重调节经气的虚实, 也就是发挥对脏
腑、
经络的调节作用。经气在针灸疗法中的体现有得
气、
气行、
气至病所等形式。而得气的快慢、气行的长
短、
气至病所的效应, 常常又与病人的体质、对针刺的
敏感度、
取穴的准确性、
针刺的方向、角度、深度、
强度
及补泻手法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
医者的治神守气, 病人的意守感传往往对诱发经气、
加
速气至、
促进气行和气至病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 治神0思想的指导下, 王师还擅长灵活运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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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暗示疗法治疗/ 癔病性瘫痪0、
/ 癔病性失语0等神经、
精神病症, 全部都是一针见效。
4 突出核心 强调经络辨证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一个特色, 但以往并
不为针灸临床所注重, 从而影响疗效。/ 针灸临床应以
脏腑辨证为基础, 以八纲辨证为纲领, 以经络辨证为核
心。
0这是老师对中医辨证论治方法的精辟理解。其明
确主张: 经络学说是针灸医学的核心理论, 针灸临床必
须突出经络辨证这个核心。针灸临床应走/ 西医诊断
) ) ) 中医辨证 ) ) ) 针灸施治0三结合之路, 只要能明确
诊断和辨证论治方法, 掌握针灸理、
法、穴、
方、
术, 何愁
针灸疗效不能提高?
强调按经络辨证论治。如落枕不能前俯后仰者按
督脉和足太阳经论治; 坐骨神经痛沿下肢后面放散疼
痛者辨为足太阳经型, 即在足太阳经选穴治疗; 而沿下
肢外侧放散疼痛者辨为足少阳经型, 即在足少阳经选
穴治疗。充分体现针灸学科的临床辨证论治特色。
5 执简驭繁 倡导一病一方
/ 针灸临 床必须突出经络辨 证, 处方 选穴力求局
部、
远端结合。
0这是王启才教授临证治病的一个重要
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老师告诫我们: 针灸
处方要少而精, 切忌多而杂。这就要求我们掌握腧穴
主治功能, 选用效好、
安全、
痛轻( 急救时例外) 、
操作方
便的穴位, 综合考虑腧穴的局部与整体、
邻近与远端、
一般与特殊、即时与远期、单一与复合等 多方面的作
用。
老师教导我们, 在精简处方的问题上, 要认真向古
代医家学习。5百证赋6载病 80 多种, 每一种病证基本
上都是由 2 个腧穴组成 1 个处方。一般病症 2~ 5 穴
即可。对于确实需要选穴较多的一些病症( 如痹证、
痿
证等) , 可采取分组交替选用的方法, 千万不要打/ 穴海
战术0。须知, 选穴一滥, 章法就乱, 有时难免违背五行
相生、
相克以及/ 虚则补母、
实则泻子0之理。腧穴之间
的相生关系会影响泻实, 相克关系会影响补虚。同理,
虚证用子穴会使虚证更虚, 实证用母穴会使实证更实。
例如肝虚证就不可用行间, 肝实证也不可用曲泉; 肾虚
证不宜用涌泉, 肾实证不宜用复溜。然而, 上述这样的
错误恰恰是许多针灸临床医生容易犯的常识性错误。
导师不同意对各科病症按证型处方, 致使一病多
方, 认为这样不利于学习, 也与临床实际脱节。主张对
每一个病症进行分析、归纳, 从中找出规律, 采取一病
一主方, 然后再随症予以加减腧穴。比如胃脘痛, 根据
特定穴的性质和针灸临床实践, 定出中脘( 胃的募穴和
腑之会穴) 、足三里( 胃的下合穴) 、内关和公孙( 主治
心、
胸、胃病症的八脉交会组合穴) 4 个腧穴为基本主
方通调胃腑、
和胃止痛, 饮食积滞加梁门、建里消食导
滞, 脾胃虚寒加脾俞、
胃俞温中散寒, 肝气犯胃加期门、
太冲疏肝理气。这样处理, 使处方简洁明了, 符合临床
工作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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