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3 #

中国针灸 2007 年 11 月第 27 卷第 11 期

文章编号: 0255- 2930( 2007) 11-0823- 04
中图分类号: R 2241 2

经络与腧穴

文献标识码: A

腧穴主治的规范化表述 X
黄龙祥
(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本文系统考察了腧穴主治表述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标准
化表述规范, 能体现针灸治疗自身规律的腧穴主治表述体例, 即以治疗范围概括、以典型病症举例

[摘

要]

的表现形式。
[ 主题词]

穴位疗法/ 标准; 穴位疗法/ 历史

Standard expression of indications of acupoints
H UA N G Long-x iang ( Institute of A cupunctur e and M ox ibustio n, China A cademy of Chinese M 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 he pr esent paper sy stematica lly investig ates basic character istics and development law of acupoint indicatio n ex pression, and put for war d on the basis that expression standar ds based on standardizat ion, ex pression
st yle o f acupo int indicatio n ex pression reflecting acup- mox ibustio n o wn law , that is, summarization by treatment
ranges and ex pr ession st yle by ex ample of typical diseases.
KEY WORDS A cupo int T herapy/ st and; A cupo int T herapy/ hist

关于腧穴主治的表述, 历来争论很大, 争论的焦
点主要在于: 腧穴主治是否应当像中药主治一样, 基

脊强, 取足太阳腘中血络。
0( 5灵枢 # 杂病6)
/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 引项脊尻背如重状, 刺其

于具体的主治病症的分析, 概括出腧穴的/ 功能0。

郄中太阳正经出血, 春无见血。
0( 5素问 # 刺腰痛6)
/ 足太阳之疟, 令人腰痛头重, 寒从背起, 先寒后

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么我们近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
腧穴主治标准化的研究就无法推进。要想在此问题

热

上有所突破, 必须首先明确腧穴主治的特点; 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考察腧穴主治表述形式的演变趋势, 只

问 # 刺疟6)
/ 风痉身反折, 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
0

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所制定的腧穴主治表述规范是

( 5灵枢 # 热病6)

否真正反映了腧穴主治表述形式演变的自身规律。
1 腧穴主治的特点
通过对古代针灸腧穴文献的系统考察, 发现其

0 ( 5素
然, 热止汗出, 难已, 刺郄中出血。

/ 膀胱病者, 小腹偏肿而痛, 以手按之, 即欲小便
而不得, 肩上热若脉陷, 及足小指外廉及胫踝后皆热
若脉陷, 取委中央。
0( 5灵枢 # 邪气藏府病形6)

对腧穴主治的描述多为症状, 而不是具体的病。即
使某些穴的主治中出现病名, 也多伴随具有辨证意

/ 血, 取手太阳, 不已, 刺宛骨下, 不已, 刺腘中
出血。
0( 5灵枢 # 杂病6)

义的特异性症状。古代医家总是不断地从对不同病

以上委中穴主治中, 厥、
腰痛、
痉、
疟虽属于不同

的针灸治疗中概括、
提炼出相关腧穴的特异性主治
症。从以下对/ 四总穴0 之一的委中穴分析, 可以很

的病, 但都出现了项背、腰这些特定部位的病变, 故

清楚地反映出腧穴主治的这一特点。5内经6有关委

道理相同, 但针灸临证更注重根据病变部位的特点

中穴主治条文如下:
/ 腰痛夹脊而痛, 至头

辨症取穴, 这一点在5内经6以及古代针灸方中反映
得非常明显。另一方面, 5内经6所述本穴主治中还

然, 目

欲僵仆, 刺

足太阳郄中出血。
0( 5素问 # 刺腰痛6)
/ 厥, 夹脊而痛者, 至顶, 头沉沉然, 目

包括膀胱病症和足太阳经病候/ 衄0, 这反映了阳经
然, 腰

X 科技部公益研究专项/ 经穴主治国 家标准研究0 项目: 110;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 20020575-T- 468
作者: 黄龙祥( 1959- ) , 男, 研究员。研究方向: 中医针灸理 论及针灸
学术史研究。e-m ail: h lxt cm@ h otm ail. com

同取足太阳委中穴治之。这与中医强调辨证论治的

下合穴主治的共性规律。
2

腧穴主治演变规律
那么委中穴主治病症是如何演变的呢? 古今有

代表性腧穴文献对于本穴主治的描述如下:
/ 委中, 主热病夹脊痛; 疟, 头重, 寒从背起, 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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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热, 渴, 渴止, 乃出; 腰痛, 夹脊至头

然, 目

从这一典型实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要概

; 筋急身热, 少腹坚肿时满小便难, 尻股寒髀枢痛
外引季胁内控八髎; 遗溺, 痔, 篡痛, 癫疾反折; 衄血

括、
提炼出一个腧穴的概括程度较高的特异症状, 必
须要具有足够多的病症治疗的经验积累。腧穴主治

不止; 风痉。
0( 5黄帝明堂经6)

所依据的临床治疗病症越多 ) ) ) 换言之, 在初始文

/ 脚弱无力, 腰 尻重, 曲
( 5太平圣惠方6)

中筋 急, 半 身不遂。
0

献中所记载的主治病症越多的腧穴, 人们对其主治
作用规律才把握得越准。如果原本只有非常具体的

/ 委中二穴, 土也。在腘中央约文中动脉。足太

一二条病症治疗经验, 就很难概括出该穴的特异性

阳脉之所入也, 为合。治腰侠脊沉沉然, 遗溺, 腰重

主治症状, 即使概括出来, 也不一定具有普遍指导意

不能举体, 风痹髀枢痛。今附: 委中者血郄也。热病
汗不出, 足热, 厥逆 满, 膝不得 屈伸, 取 其经 血, 立

义。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临床应用较少的腧穴主治症
的总结, 远没有达到像/ 四总穴0主治这样高的概括

愈。
0( 5铜人腧穴针灸图经6)

程度的重要因素。

/ 主凡腰脚重痛 于此刺出血, 久固宿疹亦 皆立
已。
0( 5千金要方6卷三十)
/ 治一切腰腿等症。
0( 5窦太师秘传6)
/ 腰背委中求。
0( 5四总穴歌6)

鉴于此, 这次的/ 腧穴主治国家标准0的研究, 对
于那些临床应用较广的腧穴, 力求提炼出基础症状,
而尽可能淡化具体病的列举。确有必要提及病名,
在表述上也提示其为举例性质。

/ 主治腰脚肿痛, 髀枢不利, 膝不得屈伸, 风湿痿
痹, 半身不遂, 急性吐泻, 心腹绞痛, 大麻风, 热病汗

3

不出, 遗溺。
0( 1957 年版南京5针灸学6)

治, 特别是特定穴的主治病症的记载, 有越来越多的

腧穴的功能与主治
由于古代文献及 现行针灸教材中对于腧穴主

/ 主治腰背痛, 下肢痿痹, 腹痛, 急性吐泻, 小便

趋势, 且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性, 给学生的学习和针灸

不利, 遗尿, 丹毒。
0( 第 7 版5针灸学6)
以上5明堂经6载委中穴主治汇集了5内经6中关

医生的临床应用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改变这一状
况, 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最初有人提出这样

于委中穴的所有主治, 并增加了一条足太阳经脉病

的想法: 根据腧穴主治, 另设 类似中药/ 功能0 的表

候/ 篡痛, 癫疾反折0; 宋代两部官修针灸学经典已经
从大量具体的病症中提炼出了基础症状 ) ) ) 腰腿部

述, 以执简驭繁。于是按照中医方药治疗/ 八法0, 将
腧穴分为温、
清、
消、
补、
汗、吐、
下、
和八大类, 并总结

症状。需要说明的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第 1 次针

出诸如/ 活血化瘀0/ 温中健脾0/ 补肾益气0/ 清热解

灸学标准研究的成果5针灸学6教材中 / 急性吐泻,

毒0/ 清肺止咳0等完全移植中药/ 功能0 模式的针灸

心腹绞痛0系刮痧疗法适应证, 不宜作为本穴基础主
治。而早在5千金要方6就出现抽象程度很高的/ 凡

腧穴/ 功能0。
然而, 腧穴没有 与中药五味、四性相对 应的属

腰脚重痛于此刺出血0的概括, 接下来到5窦太师秘

性, 以及腧穴主治针对特定部位症状这一特点, 从根

传6的/ 治一切腰腿等 症0, 直到最后5四总 穴歌6 的
/ 腰背委中求0更为精练的概括。整个提炼的过程颇

本上排除了概括与中药功能相对应的/ 腧穴功能0的
实际意义。以下再举另一个/ 四总穴0之一的足三里

似数学中的/ 提取公因式0, 经过不断地/ 提取0, 最后

穴的主治分析如下:

将不同病中共同的症状组合提取出来。由此不难看

/ 邪在肝, 则两胁中痛, 寒中, 恶血在内, 行善掣

出: 疾病症候越多, 能够提取出的共性症状组合就越
少, 其概括程度也就越高。腧穴主治的演变呈现出

节, 时脚肿, 取之行间以引胁下, 补三里以温胃中, 取
血脉以散恶血, 取耳间青脉, 以去其掣。
0( 5灵枢 # 五

/ 从简至繁0/ 由博返约0的总规律。发展到最后成熟

邪6)

阶段, 腧穴主治将主要以特定的主治范围加以表述,

/ 邪在脾胃, 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

这时腧穴的主治项下列举的具体病症将越来越少,
而主治范围却越来越大( 概括程度越来越高) , 即内

则热中善饥; 阳气不足, 阴气有余, 则寒中肠鸣腹痛。
阴阳俱有余, 若俱不足, 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0

涵越小, 外延越大。

( 5灵枢 # 五邪6)

腧穴主治虽然原本从对一个个具体病或症的治
疗中提炼而来, 而一旦 提炼出来, 便具备了普 遍意

/ 腹中常鸣, 气上冲胸, 喘不能久立, 邪在大肠,
刺肓之原、
巨虚上廉、
三里 , ,饮食不下, 膈塞不通,

义, / 有是症而取是穴0, 不论什么病, 只要出现了该

邪在胃脘, 在上脘则刺抑而下 之, 在下 脘则散而去

穴所主的特异症状 ) ) ) 多为特定部位的症状, 即取

之。
0( 5灵枢 # 四时气6)

该穴治之, 而不再受原先具体病的限制。

/ 胃病者, 腹

胀, 胃脘当心而痛, 上支两胁, 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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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不通, 食饮不下, 取之三里也。
0( 5灵枢 # 邪气藏府

中益气、
通腑利肠等等来描述足三里穴的功能。

病形6)
/ 气在于肠胃者, 取之足太阴、阳明, 不下者取之

人们之 所以 不懈 地试 图增补 腧穴 主治 的/ 功
能0,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想为当前流行的完

三里。
0( 5灵枢 # 五乱6)

全套用方药方解模式的针灸/ 方解0 建立理论基础。

/ 善呕, 呕有苦, 长太息, 心中
, 恐人将捕之,
邪在胆, 逆在胃, 胆液泄则口苦, 胃气逆则呕苦, 故曰

如果没有与中药功能相对应的/ 腧穴功能0, 那么现
行的针灸方解就缺乏理论依据, 也就难以形成如方

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 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

药/ 理、
法、
方、
药0环环相扣的辨证论治体系。于是

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0( 5灵枢 # 四时气6)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尝试着补上这一理论空缺。

/ 肠中不便, 取三里, 盛泻之, 虚补之。
0( 5灵枢 #
四时气6)

据笔者考察, 典型的针灸方解在5内经6就有明
确记载:

/ 小腹痛肿, 不得小便, 邪在三焦约, 取之太阳大

/ 邪在肝, 则两胁中痛, 寒中, 恶血在内, 行善掣

络, 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 肿上及胃脘, 取

节, 时脚肿, 取之行间以引胁下, 补三里以温胃中, 取

三里。
0( 5灵枢 # 四时气6)
/ 胃 者水 谷之海, 其 输上 在气 街, 下至 三里。
0

血脉以散恶血, 取耳间青脉, 以去其掣。
0( 5灵枢 # 五
邪6)

( 5灵枢 # 海论6)

/ 善呕, 呕有苦, 长太息, 心中

, 恐人将捕之,

以上5内经6所述足三里穴主治, 不论其具体的
症状如何复杂, 最后都落实到胃中、胃、胃脘、脾胃、

邪在胆, 逆在胃, 胆液泄则口苦, 胃气逆则呕苦, 故曰
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 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

肠胃、
肠中这些特定的部位上, 而且强调这些部位,

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0。( 5灵枢 # 四时气6)

不论表现为什么具体的症状, 也不论引起这些症状

以上二方, 明言取三里作用是针对靶点/ 胃0; 取

的病机是/ 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0/ 阳气不足, 阴气有
余0/ 阴阳俱有余, 若俱不足0/ 有寒有热0, 其针灸取

行间穴是针对靶点/ 胁下0; 取耳间青脉( 后演化为
脉、
颅息二穴) 以/ 去其掣0; 取血络以/ 散恶血0。这

穴/ 皆调于三里0。惟一一条出现/ 温胃中0, 文前明

说明古人对腧穴主治作用有高度概括, 不然何以能

确冠以/ 补三里0 字样, 与同段其他取穴表述不同,
说明其/ 补0的作用在于手法而不在足三里穴本身。

写出如此精辟的针灸方解来! 只是这种概括主要着
眼是作用部位, 其次是作用类型( 大致相当现代概括

这一特点在5内经65明堂经6中反映得非常突出, 不

的腧穴/ 特殊作用0) 。后者的概括要比前者困难得

仅是像胃肠这类部位局限的病症取穴如此, 即使像

多, 因此后世有关腧穴主治作用的概括以前者为主。

/ 热病0/ 疟0等全身性病症的取穴, 依然是要辨具体
的部位:

古代文献关于腧穴主治作用部位特点的论述举
例:

/ 帝曰: 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 余论其意, 未能

/ 肚腹三里留, 腰背委中求, 头项寻列缺, 面口合

领别其处, 愿闻其处, 因闻其意。岐伯曰: 头上五行
行五者, 以越诸阳之热逆也; 大杼、膺俞、
缺盆、
背俞,

谷收。
0( 5四总穴歌6)
/ 抑又闻心胸病, 求掌后之大陵; 肩背患, 责肘前

此八者, 以泻胸中之热也; 气街、
三里、
巨虚、
上下廉,

之三里。冷痹肾败, 取足阳明之土; 连脐腹痛, 泻足

此八者, 以泻胃中之热也; 云门、
髃骨、
委中、
髓空, 此

少阴之水。脊 间心后者, 针中渚而立 痊; 胁下肋边

八者, 以泻四肢之热也; 五脏俞旁五, 此十者, 以泻五
脏之热也。
0( 5素问 # 水热穴论6)

者, 刺阳陵而即止。头项痛, 拟后溪以安然; 腰脚疼,
在委中而已矣。
0( 5通玄指要赋6)
/ 头面之疾针至阴, 腿脚有疾风府寻。心胸有病

/ 热病始手臂痛者, 刺手阳明、太阴 而汗出止。
热病始于头首者, 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

少府泻, 脐腹有病曲泉针。肩背诸疾中渚下, 腰膝强

胫者, 刺足阳明而汗出止。
0( 5素问 # 刺热6)
/ 刺疟者, 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 先刺之。先

痛交信 凭。胁 肋腿 叉后 溪妙, 股 膝 肿起 泻太 冲。
0
( 5肘后歌6)

头痛及重者, 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

古代文献关于腧穴主治作用类型特点的论述举

痛者, 先刺之。先腰脊痛者, 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
痛者, 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 先刺

例:

足阳明十指间出血。
0( 5素问 # 刺疟6)

上边取。或针结, 针着大肠泄水穴。或针劳, 须向膏

/ 或针风, 先向风府、
百会中。或针水, 水分夹脐

腧穴主治的这个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套

肓及百劳。或针虚, 气海、
丹田、委中奇。或针气, 膻

用中药的/ 功能0模式, 如用温中健脾、温胃散寒、补

中一穴分明记。或针嗽, 肺俞、风 门须用灸。或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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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先针中脘、
三里间。或针吐, 中脘、
气海、
膻中补。

的方法, 直接写腧穴的主要作用部位。例如足三里

番胃吐食 一般医, 针 中有妙 少人知。
0 ( 5 行针指 要
歌6)

作用于胃脾; 合谷作用于口齿等等。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概括腧穴的作用部位, 应当针对其主要作用的

基于对腧穴主治这一特点的认识, 古代一些针

部位, 即所谓靠近靶心的部位, 而不是 罗列整个靶

灸腧穴专书开始出现以特定的部位或范围来概括腧
穴主治的苗头。试以清代5循经考穴编6为例:

区。
如前所述, 腧穴主治的演变遵循从具体到一般

/ 丝竹空: 主目疾, 主头风。又主一切头面眉目

的总规律, 然而具体每一个腧穴, 因其主治范围大小

或肿赤或痒麻, 及面掣眉跳, 目内红痛。
0

不一, 临床应用的频度不同, 人们对其主治特点把握

按: 此处/ 或 肿赤或痒麻, 及面掣眉 跳, 目内 红
痛0是对/ 一切头面眉目0的举例, 以下同。

的程度也就不同, 难以通过一次研究就达到理想的
状态。

/ 目窗: 主一切目疾: 青盲内障, 宜先泻后补; 暴

腧穴主治需要概括, 以执简驭繁, 但是不能完全

赤肿疼, 宜单泻之。
0

套用中药/ 功能0的模式。应当说, 此项工作的难度

/ 光明: 一切目疾。
0
/ 睛明: 主一切目疾: 眼红肿痛, 迎风冷泪, 内外
翳障。
0
/ 合谷: 凡一切头面诸证及中风不语, 口眼
狂邪癫厥, 头风目疾, 无不治之。
0

很大, 此次研究只是一次示范性的研究, 先迈出一小
步, 为今后的此类研究先开一个头而已。如果此项
研究做好了, 我们就能够写出像5内经6 中那样真正

斜,

对针灸临床有指导意义的针灸/ 方解0, 针灸的辨证
论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并最终建立起符合针灸自

/ 丰隆: 主哮喘气急, 一切风痰壅盛。
0

身规律的诊疗体系, 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针灸腧穴

/ 隐白: 一切脾病, 皆能治之。
0

理论与临床相脱节的现状。

在现代针灸学教材中, 对于少量腧穴主治的概
括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以特定部位或

4

腧穴主治的简与详
古代腧穴主治的归纳经历了一个从繁到简、
又

范围概括腧穴主治的苗头, 例如:

从简到繁的过程, 而现代腧穴主治表述的总趋势是

/ 目窗: 主要对眼疾患, 内眼有效。
0( 5新编针灸

由繁到简。然而腧穴主治的繁与简并不是完全由症
状的多少来决定, 而是由症状间的关联程度的高低

/ 太阳: 偏头痛, 一切目疾。
0( 5中国针灸学6)

来决定。单一腧穴主治症越少, 主治相同病症的腧

/ 小骨空: 一切目疾。
0( 5中国针灸学6)

穴就会越多, 临床选穴的难度反而越大。这就好比

学6)

可惜这一思路的火花没有及时地被有准备的头
脑捕捉到, 以致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人们一直没有

诊脉法, 从十二经脉上下遍诊法简约到独取寸口, 表
面上是简化了, 实际上却是极端复杂化了。

寻找到明确的方向。

其实, 现代的腧穴主治表述形式可能便于课堂

由此不难看出, 腧穴主治的表述, 其主要模式为
用特定部位概括, 或者在所概括的/ 部位0下列举成

教学, 而在临床实践中并不实用。道理很简单, 如果
将具有辨证意义的伴随症状全部删去, 只提取出一

熟、
常用的病症。这将是腧穴主治表述的发展趋势。

个主症( 比如/ 牙痛0) , 最终会发现这样筛选出的腧

其次是用类属病症概括, 这种概括的难度要大得多,

穴主治与唐代孙思邈归纳的/ 孔穴主对法0很相似,

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至少在现阶段还难以实现。
人们或许会问, 既然腧穴主治可以用作用部位

数十个腧穴对一个主治症, 临证选穴时, 反而不得要
领, 无所适从。解决这一矛盾, 可以仿照药典的处理

概括, 是否仍然可以仿照中药/ 功能0的模式概括出

方法, 正文简约, 另为临床大夫编制详细的注释本,

相应的腧穴主治的功能? 比如用调节、调理、调和、

以指导临床选穴处方。

调治等字样将作用部位连接起来形成 4 个字或 8 个
字的句式。研究的结果表明, 这样处理既无必要, 也

5

行不通。例如/ 足三里0穴, 可以写成/ 调理脾胃0, 但

因式, 经过不断地提取, 最后将不同病中共同的症状

如果腧穴的主要作用部位少于或多于 2 个, 又如何
表述? 最大的困难还在于, 不少腧穴( 特别是阳经)

组合提取出来。腧穴主治的演变呈现出从简至繁、
由博返约的总规律。发展到最后成熟阶段, 腧穴主

的主治作用部位不是脏腑, 而只是一般的体表部位,

治将主要从特定的主治范围加以表述。

结语
腧穴主治的整个提炼过程颇似数学中的提取公

又如何表述? 能写出调口和耳、调胸理背这样的表

典型的针灸方解在5内经6就有明确记载( 比中

述吗? 与其这样以辞害意, 何不采用古人直接表述

药方解出现的年代早得多) , 它反映出古人对腧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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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作用的高度概括, 而这种概括主要着眼的是腧穴

这将成为腧穴主治表述的发展趋势。

的作用部位, 这与现代的套用中药方解的针灸方解
模式明显不同。

腧穴主治的繁与简并不是完全由所例举的症状
多少来决定, 而是由症状间的关联程度的高低来决

腧穴主治的表述, 其主要模式为用特定部位概

定。
( 收稿日期: 2007- 02- 15, 马兰萍发稿)

括, 或者在所概括的部位下列举成熟、常用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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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孕妇 Bellcs 面瘫 36 例
陈雪琴

包峰峰

唐恩东

(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针灸科, 浙江 315040)

Bellcs 面瘫是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 针灸疗效
确切。然妊娠期妇女得此疾病后, 考虑到胎儿情况,
许多患者及家属均不愿采用针刺治疗, 往往错过了

心理疏导, 注意胎动, 观察孕妇的反应。
3 治疗效果
痊愈: 面部表情肌完全恢复正常, 额纹对称, 两
斜, 鼓腮

最佳治 疗 时机, 遗 留 后遗 症, 非常 遗 憾。笔 者 于

眉齐平, 眼裂正常, 眼睑闭合正常, 口角无

2002 年 1 月 ) 2006 年 12 月在临床中, 经耐心解释,
及时抓住时机, 运用针刺疗法治疗该病 36 例, 取得

无漏气, 计 28 例, 占 771 8% ; 好转: 面部表情肌大部
分恢复正常, 额纹基本对称, 眼闭不紧, 患侧鼻唇沟

了非常满意的临床疗效, 现报告如下。

稍浅, 口角无明显

1 临床资料
36 例患者中, 年龄最小 21 岁, 最大 37 岁; 面瘫

分娩后未继续治疗, 记为无效。总有效率为 971 2% 。
4 典型病例

病程最短 2 天, 最长 17 天; 初产妇 29 例, 经产妇 7

斜, 计 7 例, 占 191 4% ; 1 例正常

患者, 女, 24 岁, 2004 年 12 月 5 日初诊。主诉:

例; 有习惯性流产史者 3 例, 有保胎史者 8 例。所有

右侧面部口眼

孕妇均无高血压、
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疾病史, 所有孕
妇均为单侧面瘫。症见面部表情肌瘫痪, 口眼 斜,

科检查确诊为右侧面神经麻痹, 孕妇及家属均拒绝
西医治疗遂转至我科。查体: 右额纹及鼻唇沟变浅,

角膜反射、
眼轮匝肌反射及瞬目反射均减退或消失。

右眼闭目露睛, 鼓腮漏气, 口角向左侧

2 治疗方法
21 1 取穴

白, 脉细滑。诊断: 右侧面瘫。采用上述方法, 经治
疗 8 次后面部活动正常, 额纹及鼻唇沟恢复, 闭目不

均以面部诸穴为主: 患侧阳白、
鱼腰、
丝竹空、地

斜 3 天。已怀孕 4 月余, 经神经内

斜, 舌苔薄

露睛, 鼓腮无漏气, 痊愈。孕妇在针刺治疗面瘫前后

仓、
颊车、牵正、承浆、
翳风, 禁止取水沟、
合谷穴。

产科检查均为正常, 并于 2005 年 6 月足月顺产一男

21 2

婴, 母子均平安。
5 体会

方法
在急性期( 发病 7 天内) , 以轻刺翳风为主, 注意

不宜深刺、
重刺, 并辅以 T DP 照射, 每日 1 次。急性

孕期妇女患 Bell 's 面瘫, 在临床表现上与普通

期后, 面部诸穴常规消毒后, 用直径01 30 mm毫针轻
刺上述诸穴, 其中阳白透鱼腰、
地仓透颊车, 注意手

面瘫症状相同, 但在治疗上应考虑母体受孕后一系
列变化, 治疗方法差异较大。如合谷穴, 常规治疗必

法宜轻缓, 忌重刺激, 并接以 G 6805 电针仪, 用疏密

取之, / 面口合谷收0。然, 合谷穴为相当敏感穴位,

波, 刺激量也适当减轻。上法均隔日治疗 1 次, 每次

5针灸大成6: / 三阴交、合谷为妊妇禁针0/ 泻三阴交、

30 分钟, 10 次为一疗程。本组病例治疗 3 个疗程后
统计疗效。

补合谷而坠胎0。水沟穴为急救之穴, 更不宜取之。
笔者采用轻缓手法针刺面部诸穴, 或浅刺或透刺, 手

注意: 在针刺治疗前, 应对孕妇及家属详细地讲

法均以轻缓、
柔和为主, 接以G 6805电针仪, 刺激量

解具体注 意事 项。在 操作 过程 中, 应 做好 孕妇 的

掌握适度, 36 例患者无一难产、流产, 无一早产, 无
一胎儿致畸或致残, 临床疗效相当满意。

第一作者: 陈雪琴( 1968- ) , 女, 副主任医师。

( 收稿日期: 2007- 04- 04, 齐淑兰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