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0 年第 28 卷第 1 期
Vol128, No11, 2010

川

中

医
# 113 #

Journal of Sichu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 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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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近年一些针灸文献频繁使用中药功效的描述 方法表述腧 穴的治疗 作用, 使穴性与 药性容易 产生混淆,
为我们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腧穴, 本文浅析了腧穴之穴性与中药之药性的基本概念、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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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与中药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两个基本元素,

治疗是单 向性 的。如 脾胃 寒证,

用干姜 温中 散寒,

近年一些针灸文献频繁使用中药功效的描述方法表

也就是凡寒凉性质的病证, 使用温热药物治疗; 凡

述腧穴的治疗作用, 笔者认为, 把腧穴简单地等同

温热性质的病证, 要使 用寒凉药物治疗; 如肝火上

于中药, 借用中药功效的描述方法归纳腧穴的作用,

炎, 用夏枯草清泻肝火, 就药物本身 而言, 寒凉药

容易产生逻辑混淆, 有失针灸科 学的严谨性。本文

只能清热, 不可能产生 温的作用, 而温热药物只能

从腧穴之穴性与中药之药性的基 本概念、区别与联

温里, 不能产生寒凉的效 果。由此可 见, 药物的作

系等方面对此现象进行探讨。实 属浅见, 如有纰缪

用是单向性的。
腧穴 的治 疗作 用, 包 括近治 作用、远治 作用、

之处, 肯请各位同道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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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作用。特殊作用表 现为针灸某些腧穴, 对机体

区别
中药之药性与腧穴之穴性

( 1) 中药之药性:

的不同状态有着双向的良性调整作用。如针刺天枢

中药的药性也就是中药的性能。中药的性能主要表

穴腹泻时可以止泻, 便 秘时可以通便; 心动过速时

现为 四气 ( 寒、热、温、凉) 、五 味 ( 辛、甘、酸、

可以取内关, 心动过缓 时也可取内关; 汗多时可以

苦、咸) 、升降浮沉、归经、毒性和中药的功能等

[ 1]

。

取复溜, 无汗时也可取复溜等等。
可见, 寒热 是中 药的 本性,

( 2) 腧穴之 穴性: 穴 性的定义 目前尚 无统一 标准,

正因为 有此 本性,

从描述上来看, 多用中药的功能 描述, 也就是某个

药物的功效是单向的。腧穴没有寒热的本性, 也正

穴位具有何种功能。根据各家学 者的描述, 腧穴的

是因为如此, 腧穴的作用是双向的。

穴性 可表现 为升降 浮沉、 寒热、 针感、 经络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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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功能[ 2] 、动态性 [ 3] 、疲劳性[ 4] 、良性双性

治病, 针对 疾病 的寒 热偏 性, 凡 寒凉性 质的 病证,

调节性[ 5] 等方面。

使用温热药物治疗, 凡 温热性质的病证, 使用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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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腧穴来源不同

相对于人体本身来说,

中药与针灸对寒热虚实病性的处理不同

中药

药物治疗, 凡虚证使用 补益药治疗, 凡实证使用泻

中药是外源性的, 而腧穴是机体 内在的, 药物的性

药治疗, 因此 / 虚 者实 之, 实 者泻 之,

质可以通过体 外分析来 进行测 定, 而 腧穴却 不能,

热者寒之0 是药物对于寒热虚实病性处理的基本原

药物本身具有其功效, 而腧穴必须通过针灸等手段

则; 腧穴自身并没有寒、热、虚、实的属性, 5 灵枢

才起作用。

#经脉6 载 / 盛则泻之, 虚则补之, 热则疾之, 寒则

寒者 热之,

中药治病是针对疾

留之, 陷下则灸之, 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
0 这是自

病的性质, 即 / 以毒攻毒0, 是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

古以来就沿袭的大法, 针对寒、热、虚、实不同的

病的阴阳偏盛, 是 / 以偏纠偏0 , 所以, 中药治病都

证候, 或采用不同的刺 激方式, 如针法或灸法等或

必须明辨疾病寒热虚实。而腧穴 却不同, 腧穴的性

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 如各种补泻手法等, 而不是

能是接受刺 激, 激 发经 络以 运行 气血, 调节 阴阳,

使用寒热性质不同的腧穴治疗疾病, 故 / 盛则泻之,

其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偏性, 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穴位

虚则补之, 热则疾 之, 寒则留之, 陷下则灸 之0 是

是寒性或是热性, 人体的穴位, 归根到底是人体的

针灸对于寒热虚实病性处理的 基本原则。可见, 药

组成部分, 是人之一 部, 不存在药 物那样的 / 四气

物针对的是病性, 处理 原则是根据病情, 选取性质

五味0 。腧穴对疾病的治疗取决 于机体的功能状态、

相反的方药来治疗, 而针灸则并不是选取与病性相

腧穴性质、针刺手法。

反的性质的穴位来治疗, 而是用针刺手法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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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腧穴治病原理不同

中药与腧穴的单向性与双向性

药物对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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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腧穴组成处方之原则不同

方剂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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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最 早见于 5 内 经6 。如 5 素问# 至真 要大论6

激发经气感应来调整阴阳, 改善脏腑。两者所起的

说: / 主病之为君, 佐君之为臣, 应臣之为使。
0 即

治疗作用是一致的。总之, 中药与针灸应用于临床,

/ 君、臣、佐、使0 原则, 现代学者亦 有称为 / 主、

万变不离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 八纲辨证。因

辅、佐、使0 原 则。君药: 即 针对主病或主 证起主

而, 针灸医生在治疗疾 病的过程中, 同样要通过四

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是处方组成中不可缺少的主药。

诊的方法去查 病因, 将 表现的 症状归 纳成 症候群,

臣药有两种意义:
证的药物;

¹ 辅助君药, 加强治疗主病或主

º 针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

物。佐药有三种 意义:

¹ 佐 助药, 即配 合君臣药以

结合脏腑、经 络、气 血等 理论 学说, 去 分析 病机,
作出诊断, 确 立治 则, 然 后配 穴, 取 穴 而决 定针、
灸、补、 泻 等。 如 此,

才 称 得上 是 / 理 法 方 穴

º 佐

( 术) 0 完备的针灸治疗处 方。由此可 见, 无论是汤

制药, 即用以清除或减弱君臣药 的毒性, 或能制约

药治病, 还是针灸治病, 首先都是通 过辨证, 得出

加强治疗作用, 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 药物;
君臣药峻烈 之性 的药 物;

» 反佐 药, 即 病重 邪甚,

可能拒药时, 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
起相成作用 的药 物。使 药有 两种意 义:

¹ 引 经药,

正确的诊断, 而后决定治疗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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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与中药对人体治疗作用相仿

中药用四气

五味的性能来纠正人体阴阳偏盛失衡, 对脏腑功能

º 调和药, 即具有

盛衰起治疗作用。腧穴本身虽没有四气五味性能之

调和方中诸药作用的药物。在遣药组方时并没有一

分, 但针灸有其独特的 针刺手法, 以及施用各种灸

定的程式, 即 不是每一种意 义的臣、佐、使药都具

法, 使之产生腧穴的治疗性能; 大多数腧穴的主治,

备, 也不是每药只任一职。每一方剂的具体药味多

功效与操作手法起相应的效应, 就如中药的药性与

少以及君臣佐使是否俱备, 全视病证大小与治疗要

加工炮制 有关 一样, 如烧 山火除 寒, 透 天凉 清热,

求的不同以及所选药物的功用来决定。但是, 每一

留针多灸可 温, 浅刺疾出 或刺出血可清, 补法、泻

方中必有君药。君药的药味较少, 而且不论何药作

法、平补平泻等手法, 在行针导气的过程中可起到

为君药时其用量比作为臣佐使药 应用时要大, 这是

补虚泻实、温经散寒、升清降浊等祛邪除疾的治疗

一般情况下组方的原则。至于有些药味繁多的 / 复

作用。而中药在临症中 用药之妙贵在配伍有法, 针

方0 , 但按其方药作用归类, 分清主次便可。

灸施治其理亦同, 如手 阳明大肠经原穴合谷, 在手

即能引方中诸药至病所的药物;

针灸处方中的腧穴选取, 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

法与配穴上, 提则能升能 宣, 插则能 降能通; 配足

指导, 以循经取穴为主, 并根据不同证候选取不同

三里能调理肠胃, 导浊 降逆; 配阳陵泉能除肝胆之

腧穴。取穴原 则主要包括近 部取穴、远部 取穴、随

热; 配风池、曲池可清解表热; 配大 椎、曲池能治

证取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

骨蒸劳热; 配三阴交能通经调经。其实, 有些腧穴,

取穴原则, 是根据病位来取穴的。在选穴的过程中,

只要施术者得法, 可直 接替代中药作用, 如关元穴

病位是第一位的, 只有确定病位, 明辨病变经络所

为强壮要穴, 可起人参 的补益元气之功; 中脘穴祛

在, 才能进行 选穴治疗。正 如前面讨论过 的, 针灸

痰理气降逆, 可替代干 姜治虚寒呕吐; 孔最穴可替

一样也要辨病 性, 但是 对于寒热 虚实 病性的 处理,

代治疗肺经 咳血、咯血。临床 常用 的水 沟、素

只是在针刺手法方才体现。而针灸处方在变化时有

内关以醒 神开 窍苏 厥, 阴 都、复 溜滋阴 清热 止汗,

补泻操作的变化, 如补合谷泻三 阴交, 有行气活血

太冲、行间清肝泻火, 至阴矫正胎位, 足三里保健

通经化瘀的作用, 而泻合谷补三阴交有养血理气固

灸。其对人体的作用机 理虽然与药物不同, 但从临

经之功。还有 针刺深浅的变 化、针与灸的 变化、腧

床医疗学来说, 所起的治疗作用却无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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