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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连仲教授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

节, 既可通阳而益阳, 又可通阳而潜阳, 即所谓/ 通则降

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从事针灸临床工作 40 余载, 在

也0。常用于后头、项 部、肩背、腰腿等部 分的经络瘀

科研、
教学和临床工作中业绩卓著, 是醒脑开窍针刺法
的创始人之一, 武老丰富的中西医科学知识使其不但

阻、
阳气不足、
痹痛痿软, 均可通之、
扶之。还可用于中
风脑脉失养的个体, 配合风池、
完骨, 以养血健脑之用。

有此专长, 且对全身要穴的应用深有体会, 对针灸治疗

曲泉为肝经合穴, 水穴, 5难经#六十九难6云: / 虚

学的贡献非同一般。孙震寰在5针灸心悟6中说道: / 穴

者补其母。
0故取曲泉乃肝经至补法, 其功用有: ¹ 滋阴

性喻药性, 处方不识药性, 何以调燮寒热虚实, 针灸不
明穴性, 焉起诸病之机。
0 穴、药同源, 某些穴位和中药

补水: 补水即可补血、
生津, 从而健脑、
补髓, 肝肾同源,
故肝水、
肾水皆可补之, 从而达到柔筋、滑利关节的目

的功效有相似关系, 武连仲教授对穴性的认识非常深

的。常用于关 节屈伸不利疼痛 为主者。 º 补水而清

刻和独到, 笔者曾有幸师从武老, 现在笔者将在见习期
间学习到的几点认识分述如下, 以期使年轻的学生深

热: 即/ 壮水之主, 以制阳光0( 5素问#至真要大论6王冰
注) 之法, 可用于热痹, 即热性的关节红肿热痛。曲泉

化对穴性的认识, 便于学习。

位于膝中内侧, 通过以上两点可知, 该穴属阴, 寓于寒,

这里首先需要对/ 穴性0的概念进行界定, 以避免

既是全身滋阴要穴, 又在局部起到寒凉的作用, 故别称

概念混淆 而造成 分歧。本文所 探讨的 是狭义 的/ 穴
性0, 即按与中药药性象形比类法归纳出来的穴位的独

/ 白虎0。
阳关为胆经穴, 该处为全身阳气的四大通路之一,

特性能和功效, 在有的书中也称之为/ 穴义0。

为下肢阳气的枢纽, 故名曰/ 膝阳关0。5类经#针刺类#

照海乃足少阴 肾经穴, 亦是八脉交会 穴, 通阴跷

刺痈疽6曰: / 凡寒气自下而上者, 必聚于膝, 是以膝髌

脉。武老总结其主要作用有以下几点: ¹ 治疗循经病
候: 作为肾经, 以滋养阴液为主, 治疗肝肾阴虚的眩晕、

最寒, 故名寒府 ,,故当取此以治之。
0少阳经通带脉,
联系阳维脉, 该穴有以下作用: ¹ 调整全身阳气, 以通

耳鸣、耳聋、目盲等有专长。 º 滋阴泻热: 作为八脉交

阳、
温阳, 用于治疗下肢虚寒、湿冷、酸软, 亦可治疗全

会穴, 通阴跷脉, 治疗消渴病、慢性咽痛等。 » 交通心
肾水火: 治疗失眠、
心悸、悸动不安、
虚烦等。 ¼交合阴

身虚寒之证。 º 局部可温阳通痹止痛: 以治疗膝关节
风寒、
寒湿性疾病, 即寒痹。膝阳关位于膝中外侧, 属

阳: 治疗癫痫、
健忘等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疾病。 ½ 纠

阳, 寓于热, 对全身、局部均起到温养、
温通的作用, 故

偏矫正: 因其为阴跷穴, 故可治疗动作失衡、肢体偏歪

别名/ 青龙0。

等。从以上作用可以看出, 照海穴性寒凉中正, 功以滋
阴潜阳, 息风止挛, 纠偏矫正, 平衡阴阳, 降浊利窍。常

曲泉与膝阳关这一组穴对于人身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全身和局部来说, 他们是一组阴阳水火之穴。/ 青

用于中风偏瘫患者的足内翻或足外翻、足内旋或足外

龙0、
/ 白虎0二者常配合使用于各种膝关节疾病的久病

旋、
平衡障碍等疾病。
天柱乃足太阳膀胱经穴, 天柱, 即天之柱, 头之柱,

重症中, 应用相当广泛, 掌握其穴性对于寒热明显的病
症非常重要, 可以有的放矢。

头为诸阳之会, 除可疏通本经经气, 通经活络外, 还通

武老不 仅重视单穴的穴性和功用, 还强调配伍。

阳。5灵枢6 曰: / 五 乱者, , ,, 气在于 头, 取之 天柱

以上所论武老对于/ 穴性0的认识, 只是笔者对于部分

,,0/ 厥头痛、项先痛, 腰脊为应, 先取天柱, 后取足太
阳。
0/ 暴挛痫眩, 足不任身, 取天柱。
0从其穴名及文献

穴位的泛泛而谈, 便于晚辈领悟、学习老专家的思路,
加深对穴位主治的认识, 拓宽应用范围, 希望对大家有

记载可以看出, 武老认为本穴可通阳, 疏通督脉和膀胱

所帮助。

经脉的阳气。且其疏调阳气的作用对于机体为双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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