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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莺教授辨治瘙痒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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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黄莺教授辨治瘙痒临床经验。黄教授认为，六淫邪气均可致痒，非独风也；风邪在瘙痒的发病中扮演着极其重要
的角色，易与其它诸邪合而为病；痒和痛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久病顽痒者更是多虚多瘀；心主神明，情志不畅也成为瘙痒的一大
诱因。辨证论治拟用止痒八法，用药重视以皮治皮，调畅情志，对于久病顽痒者，从虚从瘀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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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莺教授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国

性轻扬，易袭阳位，故外感之风多侵犯躯干及头面；体表为

家级名老中医钟以泽学术经验继承人。黄教授积多年临床经

阳，脏腑为阴，故皮肤多受其扰。风邪发散、向上，风性善行

验，思古揣今，引经据典，在中医辨治瘙痒性皮肤病中颇有心

数变，起病急，变化快，病位游移，发无定处，表现形式多

得，药到病所，每每奏效。笔者师从黄莺教授攻读硕士学位，

样，如急性荨麻疹。风性主动，故风邪致病易于有动，发生瘙

侍诊师侧，多有获益，现将其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痒令人搔抓。 《素问·风论》 曰：“风者，百病之长也。
” 《临

瘙痒是一种有着搔抓欲望的不愉快的主观感觉，严重影响

证指南医案》 云：“盖六气之中惟风能全兼五气。”风邪多与

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伤寒论》 有“身痒”之说， 《内经》 有

其它诸邪合而为病导致瘙痒，例如风热、风湿热、风寒等蕴于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有诸内必形诸外”，古籍论述“痒”

肌肤，则令皮肤疾病之瘙痒表现更加多样化。内生之风多见于

虽见于皮肤，而与人体脏腑、经络、气血在病邪影响下发生病

虫淫、阴虚及血虚。虫行皮中，主动为阳，易化火伤阴生风；

理变化有关。瘙痒症状在皮肤科涉及范围之广，极其顽固难

血虚可生风化燥、阴虚可导致风动，血虚、阴虚皆可令皮肤失

治，病情极易反复，可见于多种多样的皮肤科疾病中。
1

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于濡养，生风化燥，表现为瘙痒，临床多见于皮肤瘙痒症、慢
性湿疹、寻常型银屑病静止期等。

中医学认为，瘙痒是因风、湿、热、虫等邪客于皮肤肌

黄莺教授认为，“无风不作痒”，有痒即有风，风有外感

表，引起皮肉间气血不和而导致；或由于血虚风燥阻于皮肤，

之风及内生之风之分。风邪在瘙痒病因中占有主导地位，贯穿

肤失濡养而产生。 《灵枢·刺节真邪》 云：“虚邪之中人也，

于瘙痒性皮肤病始终。

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

1.2

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
” 《诸病源候论·风瘙痒

宁，情绪不畅亦为瘙痒病因中又一重要因素，不容忽视。“诸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黄莺教授认为，心主神明，心神不

候》 云：“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而黄莺教

痛痒疮皆属于心”首见于 《素问·至真要大论》，为病机十九条

授认为，六淫邪气均可致痒，非独风也；风邪在瘙痒的发病中

之一。高度地概括了疼痛、瘙痒、疮疡皆与心的病变有关。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易与其它诸邪合而为病；痒和痛之间

《素问·灵兰秘典论》 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关系极为密切，久病顽痒者更是多虚多瘀；心主神明，情志不

《素问·六节藏象论》 云：“心者，生之本，形之变也。”心藏

畅也成为瘙痒的一大诱因。

神，主血脉，神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主宰力

风邪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导致瘙痒最重要的

量，在机体主要表现为以知、情、意为主的生命现象。心为五

原因。 《内经》 云：“风邪客于肌中，则肌虚，真气发散，又

脏六腑之大主，主宰人类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某些瘙痒性皮

挟寒搏皮肤，外发腠理，开毫毛，淫气妄行，则为痒也。”风

肤病与人的心理压力，负面情绪，长期的焦虑、紧张，以及突

1.1

无风不作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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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来的精神打击，长期的失眠密切相关，如神经性皮炎等。

血虚不能润养肌肤所致皮肤干燥、脱屑、肥厚、角化、毛发枯

瘙痒的顽固难治，不定时的发生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正常的

槁脱落等表现，舌质红、苔薄少、脉细数，常选方剂为当归饮

社交，情感交流。这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称为“心因性瘙痒”，

子或首乌地黄汤。

常随人们的情绪好坏加重或减轻。故王冰言：“百端之起，皆
”
由心生，诸痛痒疮生于心也。

于一切瘙痒性疾病中，常选药物为龙骨、牡蛎、珍珠母等。
“痒为痛之渐，痛为痒之

酸甘止痒法：酸甘化阴，此方法适用于患者皮肤干燥脱

极”，痒与痛的区别在于气血瘀滞的程度不同，轻则为痒，甚

屑，舌质红、苔薄少，脉弦数之征。常选方剂为芍药甘草汤。

则为痛。卫气可护卫肌表，温养皮毛。若外邪侵袭，内邪扰

搜经络风邪止痒法：通用于所有瘙痒性皮肤病但对于虫类

乱，导致卫气郁滞不通，气滞则血行受阻，因而腠理闭塞，肌

药物、异型蛋白不过敏的患者。下半身的疾病，多选常选药物

肤失养，气血不调，发为瘙痒 [1]。若遇患者肝失疏泄，气机不

为蜈蚣、地龙、全蝎等地上爬行之品。

畅；肺失宣降，卫气不宣，则气滞血瘀更甚。黄莺教授认为，

2.2

久病顽痒更应从虚从瘀论治。久病入络，久病多虚多瘀，伤及

外”，皮肤为五脏六腑之外候。六淫外邪从口鼻而入，首先犯

正气，气滞可导致血瘀，气虚亦可导致血瘀。气虚血瘀者亦可

肺，肺合皮毛，多伤及肌肤毛窍。在中药领域中，有很大一部

出现血行受阻，肌肤失养，气血不调，发为瘙痒。

分药物取自植物或动物的外皮，皮肤之疾病位在皮，黄教授提

1.3

痒为痛之渐，痛为痒之极

重镇止痒法：瘙痒多扰心神，心神不宁，夜寐不安。通用

现代医学认为，瘙痒和疼痛都是一种保护性措施，疼痛引
起屈曲反射，而瘙痒引起搔抓反射，搔抓可以通过低阈值机械

取象比类，以皮治皮

黄教授认为，“有诸内必形诸

出“取象比类，以皮治皮”之法，收效明显。常选桑白皮、地
骨皮、牡丹皮、合欢皮、紫荆皮、蛇蜕、刺猬皮等。

刺激性感受器，激活有髓鞘 A 类神经纤维，经突触前或突

黄教授认为，选药亦应重视疾病的发病部位及自然界中生

触后抑制机制抑制脊髓灰质区的神经回路，从而暂时控制

。瘙痒性疾病若发生于上半身者，
物的特性，所谓“天人相应”

瘙 痒 。瘙痒也可以激活痛觉感受器，增加痛觉，减少痒感，

多选僵蚕、蝉蜕等天上飞舞的祛风之品；若发生于下半身者，

但搔抓又可以增加炎性介质释放和刺激神经 C 纤维，从而导

多选蜈蚣、全蝎、地龙等地上爬行的搜风之品。此为取象比类

致更多的瘙痒和搔抓，这种持续的痒抓循环增加了治疗的困

法之代表。

难，成功的治疗首先要阻断这种痒抓循环。故在瘙痒的辨证

2.3

中，应重视痒和痛与气血瘀滞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久病顽痒更

多夜寐不安，情志不畅者亦焦躁难眠。黄教授尤为重视心理的

应由此入手。

负面情绪及压力对瘙痒性疾病诱发及加重的影响，强调在治疗

2

过程中适当增加疏肝理气、调畅情绪、安神定志之品。如多选

辨证论治
疏风止痒法：风痒则走窜无定，遍体作

用龙骨、牡蛎、珍珠母、远志等安神定惊之品；合欢皮、郁

痒，搔抓无度，无渗液，但有偏热偏寒之分。此类药物代表药

金、淡竹叶等清心解郁之品。在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心理疏

对为荆芥配防风，僵蚕配蝉蜕。风热所致者，起病急，病程

导、心理暗示，结合轻音乐疗法分散其对瘙痒的注意力，每每

2.1

八大止痒方法

调畅情志，移情易性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神不宁

短，皮损色鲜红，瘙痒遇热加重，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数或

奏效。

浮数。治以祛风清热止痒，可选消风散加减。风寒所致者，皮

2.4

损色白，瘙痒明显，有遇冷加重，遇热减轻等特点，舌质淡

瘙痒无度，患者痛苦难忍，常用虫类熄风之品，恐难平息。黄

久病顽痒须从虚从瘀论治

临床上还可见一些顽痒之疾，

红、苔薄白，脉浮紧。治以祛风散寒止痒，多选麻黄桂枝各半

教授根据中医久病入络，多虚多瘀及“诸痛为实，诸痒为虚”

汤加减。

的理论，提出补虚止痒及化瘀止痒之法，瘙痒多可平息。虚者

清热止痒法：皮损多表现为红灼热，舌质红、苔薄白，脉

补之，视其气血阴阳而定。而化瘀止痒在多慢性顽固型瘙痒性

弦。治以清热止痒，常选三皮止痒汤，黄连解毒汤。此类中药

皮肤病中尤为奏效，如结节性痒疹、牛皮癣、硬皮病、血瘀型

常选苦参、黄连、黄芩、黄柏、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等。

白疕等，多因气滞血瘀、结节凝聚、经气不畅而发痒。皮损以

除湿止痒法：湿邪致病多与他邪相杂，湿热互结，浸淫肌

结节、丘疹、斑丘疹、瘀点或瘀斑、斑片为主，色呈暗红或褐

肤，外受风邪，内外合而致痒，湿胜则皮损多现糜烂、渗液、

色、舌质暗红、苔厚、脉弦或涩。治宜活血化瘀通络止痒。可

水疱等，浸淫四窜，遍身淋漓，舌质红、苔白腻，脉滑，治宜

佐以血府逐瘀丸、大黄蛰虫胶囊、复方丹参片等。所谓活血化

除湿止痒，常选除湿止痒汤、四妙散等。本类药物代表药对为

瘀可止痛，亦可止痒也。

白鲜皮配地肤子。

3

杀虫止痒法：其痒尤其，状如虫行皮中，最易传染，皮损

病案举例
张某，男，27 岁。全身泛发红色风团伴痒 1 天，加重伴

处可见浸淫蔓延，黄水频流等。常选药物有杀虫功效的为苦

肿胀 4 h。1 天前，患者躯干及四肢出现红色风团，骤起骤消，

参、百部、榧子、大枫子、仙鹤草等。

此起彼伏，瘙痒剧烈，未予重视，自述发病前有食用海鲜的历

润肤止痒法：用于由血虚风燥所致的皮肤瘙痒，皮损多见

史。4 h 前病情进一步加重，大量风团联合成片伴有双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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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患者舌质红、苔薄白腻，脉弦。西医诊断为急性荨麻

痒，重镇安神止痒，结合解郁安神的调节方法，可谓药到病

疹；中医诊断为瘾疹，风热蕴肤证。治宜疏风清热止痒，方选

除。

消风散加减，处方：金银花、连翘、紫荆皮、合欢皮、桑白

4

皮、地骨皮、牡丹皮、白茅根各 15 g，龙骨 20 g，黄芩、僵

结语
瘙痒为皮肤科最常见的自觉症状，但因其顽固难治，易于

蚕、蝉蜕、生地黄各 10 g。水煎服，每天 1 剂，每天 3 次。

反复，为皮肤科疾病最大的治疗难题。黄莺教授研读中医古籍

外用炉甘石洗剂，每天数次，服此方 6 剂后痊愈。

经典，适时的中医中药有效切入，多种止痒方法的有机结合，

按：本方中以金银花、连翘为疏风清热之君药，黄芩清中

为瘙痒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借鉴。

上焦湿热，僵蚕、蝉蜕祛风止痒，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
紫荆皮、合欢皮“五皮”清热止痒，取象比类，以皮治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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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正香

指导：郑纯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介绍郑纯教授对“静以生水”指导滋阴法治疗妇科疾病的认识。认为滋阴法是妇科病治疗的重要大法，而“静以生
水”表现在：调神上，主张宁心养神以生经水；用药上，静药生阴，动药耗阴，滋阴需静药为主，厚以滋填；治疗时机上，阴长
阳消期，因势利导，静以生水，使阴长阳消。具体表现为神静以生经水，药静以填阴津，势静以顺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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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纯教授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刘炳凡，是全国第五批师承带

义包括以下几方面：调神上，主张宁心养神以生经水；用药

徒指导老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郑教授认为“阴

上，静药生阴，动药耗阴，滋阴需静药为主，厚以滋填；治疗

常不足”是妇科疾病的病理特点，认为滋阴法是妇科病治疗的

时机上，阴长阳消期，因势利导，静以生水，使阴长阳消。

重要大法，临床上善用滋阴法治疗各种妇科疾病。笔者有幸在

2

国家名中医传承室 - 郑纯妇科工作室随师临诊，现将郑教授
对“静以生水”指导滋阴法治疗妇科病的认识总结如下。
1

对“静以生水”的认识
“静以生水”来源于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

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则生阴”。夏桂成教授则将

神静以生经水
《素问·五藏生成》 云：“诸血者皆属于心。” 《女科经

论·月经门》 引齐仲甫之言：“妇人月水，本于四经。二者冲
任，二者手太阳小肠，手少阴心。然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
者相资，故令有子。小肠经属腑，主表为阳；少阴经为脏，主
里属阴。此二经，在上为乳汁，在下为月水”
；引萧慎斋之说：

“静以生水”的概念运用于妇科月经病的周期治疗，认为滋

“心与小肠二经，为月水之源也”。 《证治准绳·杂病·诸见血

阴需在“静”的前提下，用阴药滋阴就是“静能生水”的方

症》 云：“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亢则阴必衰。”郑教

法 。郑教授认为“静以生水”在指导滋阴法治疗妇科病中含

授认为，妇人经水的生成与心主血脉的关系密切，而心主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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