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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亮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省管优秀专家，学识渊博，医
术精湛，尤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运动神经
元病、多发性硬化，近年来专注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
临床研究，疗效显著，吾有幸随师学习，受益匪浅。

格林巴利综合征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男女发病率
相似。全年均可发病，多数患者起病前1~3周有呼吸
道或胃肠道感染的病史[1]。首发症状常为四肢远端对称
性无力，很快加重并向近端发展，或自近端开始向远
端发展，可累及躯干和脑神经，严重病例可累及肋间
肌和膈肌导致呼吸麻痹。兹将王师在临床中治疗格林
巴利综合征之验案两则总结如下。
1 验案二则

案1 患者丁某，男，49岁，2014年6月28日首诊。
主诉：进行性四肢无力5个月。5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左上肢无力，渐至四肢伴气短、乏力、四肢震颤，
时烦躁，到北京某医院，行肌电图检查示：上下肢神
经源性损害。脑脊液检查示：白细胞计数：4×106/L；
蛋白定性：阳性；蛋白定量162.5mg/dl，余未见异常。

诊断：格林巴利综合征，给予甲强龙、丙种球蛋白治
疗，症状略有改善。刻下症：四肢无力伴震颤、远端
袜套样感觉减退，言语不清，气短，烦躁，纳可，眠
差，二便调。舌暗红苔腻，脉细数。诊断 西医：格林
巴利综合征。中医：痿证，脾胃气虚证。治法：补中
益 气 ， 调 和 肝 脾。方 药 ： 黄 芪50 g， 茯 苓、白 术
（炒）、山药、百合各30 g，党参20 g，山萸肉、白芍、
枸杞子、麦冬各15 g，陈皮、当归、枳壳各12 g，升
麻、柴胡、甘草各10 g。7付，水煎服，日一付，早晚
分温服。2014年7月5日复诊。四肢无力较前好转，仍
觉乏力气短，程度减轻，偶有心烦，夜间醒后颈部汗
出较多，纳眠可，二便调。舌暗红苔腻，脉细数。中
药守上方去枳壳，加煅龙牡各30 g，10付，水煎服。
2014年7月15日复诊，诉汗出较前减少，言语较前清
晰有力，伴心烦、胸闷，四肢无力，时有跳动，双小
腿疼痛，纳可，眠差，梦多，二便调。舌红苔少，脉
细。中药守上方加盐杜仲、夜交藤、熟地黄各30 g，
10付，水煎服。2014年7月26日复诊。诉双下肢无力
酸困，运动后时有汗出，余症状同前。中药守上方去
百合、山萸肉，加木瓜、续断各30 g，独活12 g。10
付。2014年8月7日复诊。诉症状明显改善，时有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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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通”二法。然而具体运用时，则需根据症
情的虚实缓急而灵活掌握。如张璐在 《张氏医通·
诸血门》 中所云：“但证有虚中夹实，治有补中寓
泻，从少从多之治法，贵于临床处裁。”故肖老治
疗此病，着重七情致病理论，不忘情志的疏泄，在
补虚的同时，兼顾理气开郁，通调气机，往往临效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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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肌肉跳动，纳可，眠差，二便调。舌质暗，舌
体大、苔厚腻，脉弦。中药守上方去甘草、升麻，加
青风藤30 g，黄柏10 g，酸枣仁25 g。10付。嘱间断服
药，巩固疗效，随诊1月，症状明显好转。

按： 格林巴利综合征属于中医 “痿证” 范畴， 以
肢体筋脉迟缓， 软弱无力， 不能随意运动， 或伴有肌
肉萎缩为主要表现。 《诸病源候论·身体手足不随
候》： “手足不遂者， 由体虚腠理开， 风气伤于脾胃
之经络也。 ……脾气弱， 即肌肉虚， 受风邪所侵， 故
不能为胃同行水谷之气， 致四肢肌肉无所禀受。” 现
代学者多认为本病在筋脉肌肉， 根柢在于五脏虚损 [2]。
王师认为该患者久病致虚， 脾胃受纳、 运化、 输布水
谷精微功能失常， 气机不能正常升降， 气血生化乏
源， 肢体筋脉失于濡养， 故而致病。 结合 《素问·痿
论》 提出 “治痿独取阳明” 的治疗原则， 中药可用健
脾益气养血之经典补中益气汤。 方中重用黄芪， 味甘
微温， 入脾肺经， 补中益气， 升阳固表， 温补肌肉为
君药， 俾其形体壮旺， 自能胜邪。 并用少量升麻、 柴
胡升阳举陷， 协助君药以升提下陷之中气， 《本草纲
目》 谓： “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 柴胡引少阳清气上
行， 此乃禀赋虚弱， 元气虚馁， 及劳逸饥饱， 生冷内
伤， 脾胃引经最要药也”， 共为佐使。 方中加用百合、
枸杞子、 山萸肉、 麦冬以补益肝肾， 养阴生津。 夜间
颈部汗出， 王师认为颈部为阳， 阴不敛阳， 故致汗
出， 方中加用煅龙骨、 煅牡蛎以加强收敛固涩止汗作
用， 气短， 患者中气虚弱， 故去行气耗气之枳壳， 久
病， 累及肝肾， 肾主骨生髓， 肝肾亏虚， 亦致肢体无
力， 故酌加归肝、 肾经之杜仲、 续断、 枸杞子、 山萸
肉， 独活主入肾经， 性善下行， 合木瓜增强祛湿， 强
筋骨作用， 巧选夜交藤， 酸枣仁养心安神除烦， 清五
心烦热， 更用黄柏去其相火， 同时预防温阳药热以伤
阴。 合用当归、 藤类药物以温通经络， 诸药品不但能
养血活血， 且能散风， 此所谓血活风自去也。 风邪既
去， 血脉活泼， 可止震颤。

案2 患者单某，女，28岁。2014年7月14日首诊。
主诉：双下肢无力2月。2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
乏力，进行性加重伴双手活动不利，到郑州某医院按
“格林巴利综合征”给予激素冲击、丙种球蛋白等治
疗，症状好转后出院。期间病情加重，前来我院门诊
就诊。神经系统查体：双下肢远端肌力2+级，跟膝胫
实验欠稳准，位置觉减退，双下肢腱反射减弱。脑脊
液检查示：白细胞计数：2×106/L；蛋白定性：阳性；
蛋白定量 82.1mg/dl；四肢肌电图示：根并周围神经病
变。刻下症：双下肢乏力、肌肉萎缩伴轻度凹陷性水
肿，足下垂，四肢末端僵硬，纳少，不欲食，大便质
黏，无力排出。舌质暗红苔黄腻，脉滑细。诊断：西
医：格林巴利综合征 中医：痿证。湿热熏蒸，阴液
亏损。治法：益气燥湿，清热养阴。选方：清燥汤加
减。黄芪60 g，党参、白术、茯苓、猪苓、牛膝、苍

术各30 g，陈皮、黄连、黄柏、柴胡各12 g，泽泻20
g，升麻、生地黄、当归各25 g，炒神曲、五味子各15
g，制马钱子1.5 g （另包），甘草10 g。10付，日1付，
早晚分温服。2014年7月23日复诊。诉双下肢乏力较
前改善，大便排出顺畅，余症状同前。舌质暗红苔
腻，脉细滑。守上方，10付，水煎服。后继续服药，
病情好转，随访1月，病情较前减轻。

按： 《张氏医通》： “痿证脏腑病因， 虽曰不一，
大都起于阳明湿热， 内蕴不清， 则肺受热乘而日槁，
脾受湿淫而日溢， 遂成上枯下湿之候。” 患者久病， 致
脾虚运化不利以致水湿停滞， 湿性粘着， 郁遏生热，
湿热蒙蔽清阳不升， 筋脉肌肉失养， 湿浊久蕴脾胃，
伤及脾肾阳气逐渐成萎， 湿热煎耗气血则更为加重症
状， 故治益清热化湿， 健脾益气 [3]。 清燥汤出自《脾胃
论》， 治 “湿热相合而刑庚大肠， 腰以下疾软瘫痪不能
动， 行走不正， 而足欲侧” 之证[4]。 王师认为本案病机
与之相同， 谓东垣治湿热独重脾胃之气， 脾复建运，
则湿自化。 正切 “治病求于本” 之旨。 久病体弱之人，
必以扶正为先。 方中以黄芪益元气而实皮毛， 故以为
君。 二术、 参、 苓、 甘、 橘、 神曲健脾燥湿， 理气化
滞， 所以运动其土， 土者金之母也。 麦冬、 五味保肺
以生津; 当归、 生地滋阴而养血; 黄柏、 黄连燥土而清
热; 升麻、 柴胡以升清; 猪苓、 泽泻以降浊。 麦冬、 五
味子养阴； 生地黄益血滋源， 使湿热除而阴不伤。 即
《脾胃论》 曰： “当先于阴分补其阳气升腾， 行其阳窍
而走空窍， 次加寒水之药降其阴火， 黄柏、 黄连之类
是也。 先补其阳， 后泻其阴， 脾胃俱旺而复于中焦之
本位， 则阴阳气平矣。” “阳本根于阴， 为泻阴中之
火， 味薄风药， 升发以伸阳气， 则阴气不病， 阳气生
矣。” 充分体现了 “升脾阳、 散阴火” 的理念[5]。

王师认为在提高疗效方面，辨证组方用药时可适
当俗称“毒药猛剂善起沉疴”之马钱子。张锡纯曾说:
“马钱子性虽有毒，若制至无毒，服之可使全身动，
以治肢体麻痹；若少少服之，但令胃腑动有力，则胃
中之食必速消”。 并通过多次临床验证得出结论:“其
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实远胜于他药也。”士的
宁是马钱子的主要成分，对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兴
奋作用，能够兴奋脊髓的反射功能，兴奋延髓的呼吸
中枢及血管运动中枢，并能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的
功能[6]。

但马钱子的治疗量与中毒量接近，应该炮制后入
丸、散、汤剂。在实际应用中应因人而异，以能祛病
的最小剂量为度。应遵循从小剂量开始，逐步加量的
原则。一般以服药后感觉瘫痪肢体肌力增加，或麻
木、失语改善，精神转佳，而无舌麻、口唇发紧、抽
搐等为最佳剂量，丸、散剂通常用量在0.3~0.6 g之间。
汤剂中，马钱子先煎半小时，后下诸药，需从小剂量

开始，逐渐加量，以防蓄积性中毒，成人每日用量一

般为1~3g。病情重、体质好，每日早晚各服1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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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轻、体质差，每日只服1次[7]。
2 结论

王师认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属于中医“痿证”范

畴，早期邪在卫表，病位多在肺，以祛实邪，清热润

肺为主，中期邪气实，正气已伤，正邪相争，病位多

在中焦脾胃，以扶正祛邪为主，后期正气已虚，以扶

正为主，兼以祛邪，病位多在肝肾，以补益肝肾为

主。脾胃乃后天之本，补益先天之本，兼以补益后天
之本。王师认为肺、脾、肝、肾四脏在痿证的发生中
占据尤为重要之作用。故在临床选用中药时多以健运

脾胃，补益肝肾，从而收到较为满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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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则敏教授系福建省名老中医，福州中医世家第
六代传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50余载，
致力于脉管病的防治研究，著有 《郑则敏学术经验
集》、《中医外科心得·临床经验》等专著，为传承中
华中医药，80高龄仍不辞辛苦，承担全国第五批名老
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的工作。自师从吾师以
来，于其博大精深中觅得一鳞半爪，现将郑老治疗脉
管病的临证特点稍作整理，介绍如下：
1 擅用凉血化瘀 利湿消肿法

众所周知，脉管病的病因不外乎内、外两类，内
因有饮食不节、情志内伤、脏腑经络功能失调、虚劳
损伤、瘀血及痰饮等，外因则包括外感六淫、特殊毒
邪、外伤等方面；究其病机特点就是血瘀。因为血管
是血液运行的通道，不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所导致的
不同血管、不同部位及不同程度上的血脉瘀滞，都会
产生临床上相应的证候，所以活血化瘀法就成了脉管
病的基本治疗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血

实宜决之”和 《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疏其血气，
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临床医师
在具体辨证论治时还会衍生出理气活血化瘀、益气活
血化瘀、散寒活血化瘀、清热活血化瘀、祛湿活血化
瘀、补血活血化瘀等常用治法。基于以上论述，吾师
认为福建地处南方，南为阳，属热，湿热之邪较盛，
且居民喜食煎炸辛热之品，脉管病患者素体多热，肢
体脉络不通多以热毒、湿毒为主，故治疗应以凉血化
瘀，利湿消肿为主。
2 痛须用虫药的观点

《疡科心得集》著：“脱疽者，足指生疔，重者
溃而紫黑，不疼不痒，久则脱去其节，故名之；……
此由膏粱厚味，醇酒炙煿，积毒所致，……此证形势
虽小，其恶甚大，初起如粟，黄疱一点，皮色紫暗，
如煮熟红枣，黑气漫延，腐烂渐开，五指相染，甚至
脚面疼如汤泼火燃，秽臭难闻，遂成五败之证。”
《叶天士医学全书·临症指南》曰：“……考仲景于劳

郑则敏教授治疗脉管病学验初探
李文豪 施婉玲 杨 旭 王世军 张美吉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中医外科，福州 350004）

摘 要： 郑则敏教授系福建省名老中医，中医世家，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致力于脉管病的防治研究，著有
《郑则敏学术经验集》、《中医外科心得·临床经验》等专著，临床治疗脉管病擅用凉血化瘀，利湿消肿法，提出痛须用虫药的
观点，具有从肝脾论治，形与神俱，合病与并病，药对成方的特点，中医特色明显，疗效显著，深受海内外患者好评。
关键词： 脉管病；郑则敏；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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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igate Clinical Pract ice Features of ZHENG Zemin in Treatment on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s

LIW enhao,SH IW anling,YAN G Xu ,W AN G Shijun,ZH AN G M eiji

（D epartmentofsurgeryofTCM ,thePeople'shospitalaffiliated toFujian universityofTCM ,Fuzhou 350004,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ZHENG Zemin, the famous veteran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f Fujian Province, was born in
gen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worked on clinic,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f prevention
and cure of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s (PVD) , monographed on ZHENG Zemin academic experience set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on
surgery of TCM. He was good at using cool blood and remove the blood stasis, induce diuresis and reduce edema on the treatment of PVD,
raised the theory of the pain must use insect drugs which had the featur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m liver and spleen, somatic and
spiritual harmony, simultaneous onset and complications, medicine suits and set prescription. Pro. ZHENG had obtained a remarkable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PVD by applying this theory, and well received by patients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PVD; clinical practice; treatme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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