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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便秘不规则交替出现 ,或大便先干后稀 ,兼 腹部不

致清阳不升 ,谷不为精 ,下走大肠 ,遂成泄泻。治宜温肾

适 ,饱胀 ,恶心等 ,多为结肠运动障碍与分泌功能障碍

暖脾为主 ,兼以固涩止泻。沈老常以附子理中汤合四神

的混合型。沈老认为 ,当属脾虚乏运 ,湿阻气滞 ,胃肠功

丸加减。 药物组成: 附子、人参、白术、干姜、炙甘草、补

能失调所致。 盖脾虚湿盛则泻 ,脾呆气滞则结 ,故腹泻
与便秘相交替 ;又因脾虚运化无力 ,谷不为精反为滞 ,

骨脂、肉豆蔻、吴茱萸、五味子、莲子肉、诃子、陈皮。
方中附子、补骨脂温补肾阳 ,激发命门之火 ,补骨

滞壅肠道则见大便先干结 ,同时水谷不能转精微 ,则聚

脂又可温脾固涩止泻 ,两药相伍 ,使肾阳振复 ,命火上

为湿浊 ,湿濡肠道 ,故大便后稀。治宜健脾化湿 ,调理气

蒸脾土 ,“脾得温则谷精运” ; 人参、白术、炙甘草益气健

机 ,以参苓白术散加减。药物组成: 人参、白术、茯苓、甘
草、山药、白扁豆、莲子肉、薏苡仁、砂仁、陈皮、枳实、炒

脾 ,与干姜、吴茱萸相配 ,运脾土 ,振中阳 ,中阳振复 ,升
发运转 ,可使清升浊降 ,肠胃整复 ; 五味子益肾涩精止

莱菔子、炒麦芽。其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 ;

泻 ,与补骨脂合用可固摄精气 ,禁固肾关以止泻 ; 莲子

山药、莲子肉助人参补脾 ,兼能止泻 ; 白扁豆、薏苡仁助
白术、茯苓健脾利湿而实大便 ;砂仁、陈皮行气和胃 ,疏

肉补脾固涩 ,与肉豆蔻相伍可固摄脾津 ,涩肠止泻 ; 诃
子温肠止泻 ; 陈皮疏理胃肠气机。诸药合用 ,温肾暖脾 ,

利气机 ; 枳实、炒莱菔子消食导滞 ,通降腑气 ;炒麦芽消

补中寓涩 ,对脾肾阳虚型久泻最为适宜。

谷进食。诸药合用 ,益气健脾 ,化湿和胃调中 ,使脾运复

沈老最后告诫曰: 本病慢性腹泻可积年累月不愈 ,

而湿化滞通 ,大便自调。
5 温肾暖脾法 本病病程较长 ,以腹泻为主要表

用药多有效 ,停药即复发 ,治疗的关键在于巩固疗效 ,
即使慢性激发阶段也一定要恒守基本治法不变。否则 ,

现 ,发展到后期 ,常由于久泻不愈而损伤阳气 ,先伤脾

将使已巩固的疗效前功尽弃。

阳 , 继伤肾阳 , 最终形成脾肾阳虚 型泄泻 ,即“久泻无
火 ,脾损及肾”。 肾阳衰微而釜底失陷 ,脾土失于温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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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国医学对本病的阐述最早见于《内经》 , 称为

食自倍 ,肠胃乃伤”。其次是饮食偏嗜 ,饮食五味有所偏

“眩”、“眩冒”。 《灵枢· 海论》曰: “髓海不足 ,则脑转耳

嗜 ,或过食膏粱醇酒 ,肥甘厚味 ,导致脾胃损伤。王肯堂

; 眩晕发生的机理 ,前人论述甚多 ,归

说: “久食膏粱厚味 ,肥甘之品 , 损伤心脾。 [2 ]”脾胃 受

纳起来 ,有风、火、痰、虚、瘀五个方面 ,其中痰、虚、瘀与

伤 ,升降失常 ,运化失职 ,聚湿生痰 ,痰郁化热 ,蒙蔽清

脾胃功能密切相关。

窍 ,而发眩晕 ,正如朱丹溪说: “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

鸣 ,胫酸眩冒”

[1 ]

路老师古不泥 ,知常达变 ,提出近年来人们生活水

风也” [3 ]。 ③情志不遂 情志过极是诱发眩晕的重要因

平不断改善 ,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人们的身体素质明显

素之一。 七情之中 ,又惟忧思郁怒为甚 ,而忧思郁怒与

改变 ,而科学饮食知识相对滞后 ,使疾病的发病谱相应

脾胃关系尤为密切。 思为脾志 ,如果思虑过度 ,则使脾

产生变化 ,因过食肥甘、嗜烟饮酒 ,湿浊痰阻为患的眩

胃之气郁结 ,水谷不化 ,变为痰浊等病理产物。 怒为肝

晕也日益增多。
路志正教授认

志 ,木喜条达 ,郁怒太过 ,则易侮脾犯胃 ,升降失常 ,血
随气逆 ,上蒙清窍。 ④劳逸失宜 劳逸引发眩晕主要是

为眩晕危险因素与脾胃有密切关系。 他从以下方面进

由于过劳所致 ,过劳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劳力过

行了论述。 ①年高体虚: 眩晕与年龄关系密切 ,中年以

度 ,导致脾气受伤 ,积劳成损。二是劳心过度 ,即思虑太

上容易得病 ,而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人过

过 ,劳伤心脾。“脾在志为思” ,“心主血藏神” ,所以思虑

中年以后 ,机体日趋衰弱 ,特别是脾胃功能减 退的缘

劳神过度 ,则耗伤心血 ,损伤脾气 ,总之正气亏损是眩

故。 《素问· 上古天真论》云: “五七阳明脉衰 ,面始焦 ,

晕发病的内在基础。

1 眩晕危险因素与脾胃的关系

[1 ]

发始堕” ,脾胃气衰 ,运化无力 ,精微不足 ,清阳不升 ,

2 眩晕从脾胃论治的理论基础

路志正教授认

形成痰饮、水气、瘀血等病理产物 ,发为眩晕病。②饮食

为脾胃是产生眩晕致病因素的基础。 他从以下方面进

不节: 首先 ,饥饱无度 ,伤及脾胃 ,《素问· 痹论》云: “饮

行论述: ①正气源于脾胃: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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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奏 ,其气必虚”。任何疾病发生的基础是正气亏虚 ,

其病变不仅仅是表现在肠胃紊乱及吐纳障碍上 ,而是

眩晕病的发生亦不例外 ,《灵枢· 营卫生会》云: “人受

内则五脏六腑 ,外则四肢九窍 ,轻则涉及营卫 ,重则危

气 于谷 , 谷 入 于胃 , 以 传于 肺 , 五 脏六 腑 , 皆以 受 气

及生命 ,在下腹气阻滞 ,则便秘腹胀 ,在上浊邪上攻 ,则

… …”“中焦亦并胃中 ,出上焦之后 ,此所受气者 ,泌糟
粕 ,蒸津液 ,化其精微 ,上注于肺 ,乃化而为血 ,以奉生

眩晕头痛 ,甚则昏仆不知人 ,路老认为脾胃升降失常 ,
清气不升 ,浊阴不降是眩晕病主要因素之一。④情志失

身 ,莫贵于此 [4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虚损证候应从

宜与脾肝密切 脾在志为思 思虑过度 ,所思不遂则伤

脾论治脾胃司受纳 ,腐熟水谷 ,运化精微 ,化生气血之

脾 ,《素问》云: “思则气结” ,脾气结滞 ,影响运化升清和

职 ,人体五脏六腑 ,四肢肌肉 ,皆赖脾胃化生之气血营
养。脾胃居于中焦 ,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 ,脾胃调和 ,

化生气血之功能 ,而导致头目眩晕、健忘等。 肝脾密切
相关 ,脾为后天之本 ,肝为风木之脏 ,若脾虚谋虑太过 ,

升降相宜 ,五脏六腑皆得其养 ,一切虚损病证都与脾胃

痰湿内蕴 ,肝旺乘脾 ,风阳升动 ,浊气上蒙 ,亦可发为眩

功能失调相关 ,用补益脾胃治法临床都有一定的疗效 ,
路老根据《内经》“虚则补之”、“损者益之”的治疗原则 ,

晕。

调理脾胃 ,培补中土 ,有其理论依据。 ②痰饮瘀血多与

不受邪”、“保胃气、存津液”的学术思想指导下 ,并受李

脾胃相关 路老认为脾居中土 ,易留湿邪 ; 欲除邪气 ,首

东垣、叶天士等前贤的影响 ,临证十分重视调养后天脾

当健运脾胃。 脾胃运化功能体现在运化水谷精微和运
化水液两个方面 ,饮食不节、劳倦内伤 ,重伤脾胃 ,致水

胃。 脾胃为三焦升降之枢纽 ,故治从中焦入手 ,脾阳得
复 ,则清升浊降。 “病在上下治其中” ,纵观其调治脾胃

谷不化 ,气血乏源 ,则清空失养 ; 水津不布 ,聚湿成饮、

的 经验特色 ,可总结为“八字”治疗方针 ,即“补益、调

酿痰 ,则清窍被蒙 ,发为眩晕。正如《丹溪治法心要· 头
眩》所云: “此证属痰者多 ,盖无痰不能作眩 [3 ]。”在眩晕

顺、健运、顾护”四个方面的理脾大法。 补益 ,即补其后
天之宗气 ,益其生化之源泉 ; 调顺 ,即调其中转之枢机 ,

发病因素中 ,瘀血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 首

顺其升降之功用 ; 健运 ,即健其中土之气 ,运化水湿之

先 ,脾胃运化失常 ,导致气滞血瘀。 脾胃为气机升降的

邪 ; 顾护即顾其免伤毒邪之损害 ,护其供养之功能。

枢纽 ,与气血的运行密切相关。《内经》云“胃满则肠虚 ,
肠满则胃虚 ,更虚更满 ,故气得上下 ,五脏安定 ,血脉和

总之 ,头为“诸阳之会” ,盖十 二经之气皆上注 于
头 ,每一经气衰 ,皆可影响脑之温煦、滋养 ,尤其足太阴

利 [1 ]。”指出了胃肠虚实更替与气之上下 ,血脉和利的

脾经和足阳明胃经是产生清阳之气的源泉 ,气机升降

密切关系。 若脾胃病变 ,运化失常 ,胃肠不能正常虚实

之枢纽 ,倘脾胃损伤 ,则纳运失职 ,升降悖逆 ,不仅清气
不升 ,元神之府失养 ,且湿阻中州 ,浊气上蒙清窍 ,而出

更替 ,致水停为湿 ,谷停为滞 ,则必然影响气之上下及
血脉的和利。气滞日久 ,必致血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

路老在《内经》“人以胃气为本”和仲景“四季脾旺

现头晕耳鸣等症 ,由此可见 ,脾胃的功能失调 ,运化失

源 ,经曰: “谷入于胃 ,脉道以通 , 血气乃行 。”脾胃病

职 ,升降失司 ,是导致眩晕的关键。 故路老认为眩晕病

变 ,可致气血生化不足 ,血行不畅而瘀 ,如《内经》所说

的发生责之于脾胃 ,是由脾胃所处的特殊地位及特殊
功能所决定的。

[1 ]

[1 ]

“血气虚 ,脉不通” 。 ③升降失常当责脾胃: 脾胃居于
中州 ,人体气机之升降 ,皆以脾为枢纽 ,升清降浊必赖

路老治疗眩晕病 ,在固护后天之本原则的指导下 ,

枢机之调顺 ,脾与胃的升清降浊 ,实际是两个方面的内

注重调理脾胃气机之升降 ,遣方用药灵活多变 ,因人、

容 ,即物质方面与功能方面 ,并赖其正常的枢机运转活

因地、因时制宜 ,而不拘于一方一药 ,在多年的临床实
践中 ,路老屡起沉疴 ,效如桴鼓 ,调理脾胃法治疗眩晕

动而实现。物质方面是将饮食水谷消化、吸收 ,精气 (营
养物质 )、津液 (水分 )上升通过肺、心、肾的作用 ,输布

的学术思想值得学习借鉴 ,更有待进一步挖掘继承。

全身 ,供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糟粕部分通过肠道、膀
胱排出体外。功能方面是以脾胃的营养物质为基础 ,通
过气化作用实现其枢纽循环功能 ,以及在肺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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