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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阴虚干燥型 多表现口

干舌燥，牙龈萎缩；眼睛干涩；女
性或见阴道干涩，外阴萎缩，性交
疼痛； 大便干结， 或伴有两颧潮
红，五心烦热，腰膝酸软，耳鸣健
忘，烦燥易怒，失眠多梦等症状，
舌质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治
宜补肝益肾、滋阴清热，方用六味
地黄丸、知柏（杞菊）地黄丸、双补
汤（《温病条辨 》）、左归丸等方加
减，方例：熟地 30 克，山药 30 克，
山萸肉 12 克，白芍 12 克，枸杞子
15 克，肉苁蓉 15 克，茯苓 10 克，
泽泻 10 克 ， 丹皮 10 克 ， 当归
10 克，甘草 6 克。此外，女贞子、
骨碎补、黑芝麻、胡桃仁、丹参、桑

椹、 黄精、 黄柏、 菊花 、 龟胶 、
鳖甲胶、 地骨皮等多随症加减。

若以阴道干涩为主要表现

者， 可用六味地黄丸与五子衍宗
丸合方治之； 若便秘明显者， 火
麻仁、 郁李仁、 当归、 桃仁等常
配伍治疗。

阴血不足 筋骨失养型 脾胃

肝肾阴虚血亏日久，或痰阻经络，
筋骨失养，出现关节疼痛，严重者
与类风湿关节炎的损害相似 ，舌
红少苔，脉弦细。治宜滋补肝肾 、
柔利关节，方用独活寄生汤加减，
方例 ：桑寄生 30 克 ，秦艽 12 克，
熟地 30 克，山萸肉 10 克，当归 12
克， 白芍 12 克， 牛膝 10 克， 人
参 6～10 克 ， 杜仲 10 克 ， 桂枝

10克， 地龙 10 克， 甘草 6 克。此
外，黄芪、木瓜、鸡血藤、威灵仙 、
嫩桑枝、地鳖虫、乌稍蛇、五加皮、
红花、苡仁、全虫等常随症加减。

总之，本病治疗 ，应根据 “燥
者濡之”的原则，重视标本兼治 ，
注意随症加减。 用药要防止过于
滋腻，以免妨碍脾胃气血的运行。
以上各型，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
还可配合针灸治疗。

在生活中要注意防止耗阴伤

液，避免大汗淋漓；宜少吃辛辣刺
激与过于香燥的食品， 最好戒烟
戒酒； 平时宜适当常吃些有滋阴
生津养血作用的食品，如秋梨、番
茄、莲藕、甘蔗、银耳、芝麻、胡桃
仁、桑椹、胡萝卜、白萝卜、荸荠、
葡萄、香蕉、糯米、乳品、蜂蜜等。
以上食品还可与药食两用品百

合、枸杞子、麦冬、沙参、黄精等配
制成药膳食用。

此外， 可采取对症治疗的方
法： 如眼睛干涩， 可用人工泪液
滴眼以缓解眼干不适症状； 可用
茶水、 温开水湿润口腔； 咀嚼口
香糖， 使用口腔清浩剂， 有助于
刺激唾液分泌和保持口腔卫生 ，
应定期检查预防与治疗口腔染 ；
鼻腔干燥宜用生理盐水滴鼻； 对
伴有内脏损伤或严重疼痛的病

人， 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免疫抑
制剂治疗。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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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荟萃

湿 疹 的 防 治
（（上））

说起湿疹，大家一定很熟悉。
因为很多人都有过皮肤瘙痒、起
红疹的的经历。 即使自己没有发
过， 身边也一定有人生过这样的
皮肤病。 大家都会自觉地称之为
湿疹。那什么才是湿疹？湿疹是怎
样发生的？湿疹又该如何防治呢？
下面笔者结合个人临床经历给读

者做逐一介绍。
1.湿疹的诊断
湿疹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

的瘙痒剧烈的一种皮肤炎症反

应，这种反应可表现为皮肤瘙痒、
红斑、丘疹、丘疱疹。而剧烈瘙痒
是患者最为苦恼的表现， 也是其
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湿疹分急
性、亚急性、慢性三期。急性期具
渗出倾向， 具体说来可见皮疹颜
色鲜红，多见丘疱疹，也就是成片
的密集小水疱，由于皮疹奇痒，患
者容易将皮疹挠破， 而出现病灶
弥漫。慢性期则浸润、肥厚，这一

时期皮疹颜色暗红或者淡红，小
水泡数量相对较少， 皮肤增厚呈
现苔藓样，瘙痒时轻时剧。我们所
知道的疾病通常是先出现急性

期，之后进入慢性期，但湿疹不一
样，病人可直接表现为慢性湿疹。
无论急性或慢性，均有复发可能。
综上所述，湿疹的诊断要点就是，
多形性、对称性的皮损、瘙痒和易
反复发作。

2.湿疹的认识误区
顾名思义 ， 湿疹的发作与

“湿”邪有关，所以百姓一看到湿
疹都会说“湿气好重”四个字。因
此人们喜欢用具有祛湿效果的薏

米仁和红豆煮水喝， 希望能预防
或治疗湿疹。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
“湿热”， 所以喜欢服用一些清热
解毒的药物。 实际上这些自助的
治疗方法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 则是外用药的误
用，甚至是滥用。不少患者在湿疹
初发时， 就选择药店出售的外用
软膏，这些软膏基本为两类：一种
是单纯的激素药膏； 另一种则是
抗生素和激素配伍的复方药膏。
对于某些单纯性具有自愈倾向的

湿疹轻症， 这些药膏还是能起效
的。但对于中度以上的湿疹，效果
则不理想， 甚至是形成激素依赖
性皮炎，加重症状。

这些认识的误区来自于对湿

疹病因病机的不了解， 因此要先
理清湿疹的病因和病机， 只有正

确认识了湿疹的病因病机才能在

治疗上取得满意效果。
3.湿疹的病因和病机
中医认为湿疹多为脾胃虚

弱， 水湿不健运而流溢皮肤和四
肢，或营卫不固，外感风寒湿，郁
而化热， 形成湿疹， 故见皮肤红
疹，疱疹，瘙痒。由于湿性重浊而
且粘滞， 所以发病部位多以下肢
为主， 也有不少从腰腹部或会阴
部开始，这些部位都属于阴位；并
且多有渗出倾向， 见到水疱甚至
脓液。简单来说，就是脾胃水湿不
运，及风寒湿郁结在表化热生风。

4.湿疹的治疗
由病因病机可见健脾利水、

祛风透热为治疗大法。 在临床上
笔者选用五苓散合葛根汤， 收效
非常满意 。 五苓散由茯苓 、 泽
泻、 猪苓、 桂枝、 白术组成， 其
中茯苓健脾利水， 泽泻、 猪苓利
水， 白术健脾燥湿， 桂枝温阳化
气。 全方共奏温阳化气， 利湿行
水。 葛根汤则由葛根、 麻黄、 桂
枝、 芍药、 甘草、 生姜、 大枣组

成， 具有发汗解表， 升津舒筋之
功效。 两方相合， 则可以达到温
阳利水， 透热解表的功效。 在口
服的同时， 用药渣进行外敷， 效
果更好。 不少病人会觉得药渣外
敷麻烦， 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反复
的剧烈瘙痒带来的苦恼， 外敷的
工作量微不足道。

笔者曾治疗过一位 80 多岁
的男性患者， 当时来的时候两手
臂皮肤已经像癞蛤蟆皮样， 每个
小凸起下面就是一包水。 他曾试
着用针挑破，但是表皮太厚实，于
是放弃了。在早期，患者能认真内
服外敷，两周后，有一只手臂的湿
疹已经好了八成， 皮肤上有少数
红疹比较密集， 基本没有蛤蟆皮
样的凸起，另一只手臂好了六成，
额头的湿疹消退了。 但后期因为
不能自己煎， 代煎单纯口服的效
果就不理想， 以至于疗效停滞不
前。 而一般能认真外敷的中度以
上患者， 基本在一个月后可恢复
皮肤的正常和光洁。

（未完待续）

患者王某，女，26 岁，2018
年 8 月 30 日就诊于张师门诊。
初诊主诉：恶心呕吐伴不下食
1 月， 患者末次月经为 6 月 28
日 ，7 月底于妇幼保健院确诊
早孕 ，初检示孕酮偏低 ，故接
诊医生予地屈孕酮片口服 ，1
日 3 次补充治疗 。8 月初见早
孕反应，时有恶心呕吐伴有食
少 ，日渐加重 ，服地屈孕酮片
后症状更甚，早孕至今虽多食
蛋奶制品， 但体重减轻 6 斤。8
月 23 日 B 超示胎心可见 。刻
诊：面色萎黄，食入即吐，晨起
吞酸口苦， 伴有恶心纳呆，时
有胃脘部隐痛， 夜间尤盛，寐
难入睡，心烦燥热，口干，大便
溏，味腐臭。舌红苔根稍腻，脉
弦细滑数。

证属脾胃湿热 ， 肝胆失
和，冲气上逆。治以清热燥湿，
和胃利胆止呕。予黄连温胆汤
合半夏秫米汤加减：姜半夏 12
克， 北秫米 30 克， 淡竹叶 10
克，陈皮 10 克，黄连 6 克，姜竹
茹 10 克，白茯苓 12 克，连翘 6
克，芦根 15 克，黄芩 12 克，生
甘草 5 克，焦山楂 15 克，六神
曲炭 15 克 ，柴胡 8 克 ，生姜 3
片，焦栀子 6 克，麦冬 6 克，淡
豆豉 15 克。共 4 帖，水煎服。并
嘱停服西药，清淡饮食。

2018 年 9 月 3 日，患者二
诊，上药后，恶心减少，偶见呕
吐，睡眠改善，胃纳增，胃脘部
隐痛减轻 ，大便可成形 ，时有
吞酸口苦 ，余无特殊 ，舌红苔
薄白，脉细滑。效不更方，继予
上方加减，予 7 帖。三诊时患者
面色转润， 恶心呕吐偶作，寐
已安，诸症皆稳。中病即止，故
予停药观察。

该案中，患者孕后经血停
闭，血聚冲任养胎，胞宫内实，

冲脉气盛，冲气上逆犯胃，胃失
和降，加之患者素有脾虚之证，
早孕期间多食蛋奶制品，脾胃
运化失职，致食积中焦，日久化
湿成热，越加阻碍中焦运化水
谷，故患者口干、不思饮食，日
益加重，胃络失和则胃脘部隐
痛，冲气挟胃气、挟痰湿上逆，
则致恶心呕吐。另外，血聚冲任
养胎，亦使肝血亏虚，肝阴不足
则肝阳偏胜，冲脉气盛，冲脉附
于肝，肝脉挟胃贯膈，冲气挟肝
火上逆犯胃，亦可致恶心呕吐，
肝胆失和，胆气上逆则口苦，阴
不敛阳，肝阳偏亢则心烦燥热，
寐难入睡。舌脉均为佐证，故诊
断为妊娠恶阻。证属脾胃湿热，
肝胆失和，冲气上逆。药以黄连
温胆汤为底方合半夏秫米汤加

减。方中姜半夏燥湿化痰、和胃
止呕；佐以竹茹清热化痰、除烦
止呕，黄连清热燥湿止呕，淡竹
叶、淡豆豉增强清热除烦之功，
陈皮理气行滞、燥湿化痰，茯苓
健脾利湿，黄芩清热燥湿安胎，
连翘增强止呕之功，北秫米养
胃安神，芦根、麦冬养阴生津、
滋养胃液，焦山楂、六神曲炭消
食和胃，焦栀子清利三焦、增加
泻火除烦之功，煎加生姜调和
脾胃、止呕；以甘草为使，调和
诸药。全方共奏清热燥湿，和胃
利胆止呕之效。

临床上妊娠恶阻病人甚为

多见，轻者可通过调整饮食作
息，少食多餐，避免刺激性气味
等方法缓解，无需治疗。如若呕
吐较剧者，则需及时就医治疗。
张教授提醒，如孕期出现呕逆
不下食的情况， 首先应注意顾
护脾胃， 应多食有营养且易消
化之品， 为防止脱水， 应保证
每天的液体摄入量， 呕吐剧烈
者可予淡盐水补充电解质。

妊娠恶阻中医调治验案 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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