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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临证经验

浸淫疮案

陈某，男，8 岁。1969 年 11 月 9 日初
诊。主诉：下肢频发皮疹半年。入夏以来，
两下肢皮肤出现大小不等的红斑、丘疹，瘙
痒不休，伴有水疱。外院诊断湿疹，应用西
药内服外治，疗效不显。入秋以来，下肢红
斑、丘疹未减，瘙痒较剧，浸淫流水疱，口稍
渴，喜冷饮，两便畅通。舌苔薄白，舌质稍
红，脉沉细。

诊断：（湿热留滞，日久化火型）湿疹。
治则：清利湿热，佐以泻火解毒。
方药：苦参片 12g，川黄柏 12g，净蝉衣

12g，浮萍 12g，鲜生地 24g，土茯苓 30g，蒲公
英30g。3剂。

鲜蒲公英、鲜野菊花，适量捣烂外敷。
二诊：瘙痒明显改善，已无浸淫流水疱，

局部已结痂。
方药：净麻黄 6g，连翘壳 9g，赤小豆

24g，净蝉衣 6g，苦参片 9g，川桂枝 6g，蒲公
英30g，浮萍18g，鲜生地18g。4剂。

浮萍30g，煎浓汤洗下肢。
三诊：已全部结痂，未见新疹，瘙痒消

失。嘱再服2剂，以资巩固。
按 该患儿家住农村，居住环境潮湿，又

兼平素饮食不节，过食生冷，因而外湿、内湿
结于体内，日久化热，湿热郁蒸肌表。裘沛
然采用内服外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
初诊以清热燥湿、解毒止痒为主，重用苦参、
黄柏、蝉衣。苦参与黄柏相配，使泻火除湿
之功大增；蝉衣善走皮表，除了可疏散风热
之外，还有较为显著的止痒功效。应用鲜蒲
公英、鲜菊花捣烂外敷，使其直接作用于湿
疹部位，起清热解毒、除湿之效。二诊以麻
黄连翘赤小豆汤为主方，既解表邪，又能清
热利湿；加用桂枝调营卫之气；麻黄泄营卫

之邪；再用蝉衣、苦参止痒化湿；蒲公英、浮
萍清热燥湿、解毒止痒；鲜生地养阴清热。
浮萍煎汤外洗取其疗营热透发之效。此例
除用药合拍外，还不拘泥于内服一法，结合
外敷、洗涤，使药直捣病所，故能迅速痊愈。

沈某，女，48 岁。2008 年 11 月 20 日初
诊。诉面部和四肢皮疹反复发作5年。5年
来每逢季节交替时，面部和四肢皮疹频发，
伴有轻度瘙痒，秋冬季发作较甚。用西药尿
素霜等涂抹后皮疹能消退，但长期用含有激
素类西药后疗效逐渐不明显，故涂抹次数越
来越多。症见面部及四肢皮疹呈点状、片状
散布，用尿素霜涂抹已 2周，皮疹消退后留
下许多色素沉着斑；四肢关节酸痛多年，近
遇天气转冷则疼痛明显；偶有头胀目糊；凡
每次饮酒或偶食辛辣，则鼻腔有烘热感，眼
睑易发红，甚至出现口腔溃疡；纳可，大便尚
调；素有形体畏寒怕冷已20多年。舌淡红，
苔薄白，脉细小弦。

诊断：（阳虚体质，气血不足，血运不畅，
阴血亏虚，湿热内蕴型）湿疹。

治则：益气温阳，养血活血，清利湿热。
方药：净麻黄 15g，生甘草 18g，熟附块

15g，北细辛 15g，制川乌（先煎 2 小时）12g，
生黄芪 40g，西红花 1g，大川芎 15g，川黄连
10g，龙胆草 9g，川黄柏 18g，制苍术 18g，香
白芷15g，蔓荆子15g。12剂。

2008年12月3日二诊：服药3剂后尿素
霜涂抹次数减少一半，服12剂后皮疹消退十
之六七，色素沉着斑颜色略为变浅，四肢关节
酸痛大有好转。仍有目糊，近3天大便较为干
结，胃纳欠馨，鼻腔烘热感及头胀均未出现。
以上方加决明子15g，全当归15g。14剂。

按 本案湿疹处于缓解期，应标本兼
治。本方以麻黄为君，此乃治风疹身痒之要
药，具有透发之功，与甘草组成药对，不仅治
疗湿疹有良效，而且还可用于治疗咳嗽、哮
喘、鼻炎、中风后遗症等，并以黄柏、黄连、苍
术清热燥湿，有利于皮疹消退，此寒温相配
是裘沛然临床惯用之法，取相反相成之效，
尤其对寒热夹杂之症的治疗颇有佳效。患

者素体阳虚，年近半百，气血两亏，又伴有关
节酸痛，故以附子、川芎、细辛以温阳通络，
既有利于消除皮疹和色素沉着斑，又可弥补
素体阳虚之不足，并有温通而缓解关节酸痛
之功；用大剂量黄芪与当归配伍，可增强益
气养血之力；用西红花、大川芎重在活血化
瘀，与湿热相合，温通络脉之力更为增强，有
利于消退色素沉着斑；因患者长期应用含激
素类药霜，故以黄芪、当归、西红花、川芎配
伍为用，重在益气养血活血，可有助于逐渐
消除对激素类药物的依赖性；龙胆草、蔓荆
子、决明子清热泻火而明目；香白芷、大川芎
可通窍而治头胀。

痒风案

董某，男，45岁。1991年 1月 3日初诊。
诉皮肤红疹瘙痒反复发作3年。近3年来每
逢冬、夏两季频发皮疹，瘙痒不休，西医皮肤
科诊断为皮肤瘙痒症。近2个月来其病又现，
尤以腘窝、腋下、肘弯、腹部为甚，发疹部位皮
肤焮红，有抓痕，自述入夜痒甚，以致彻夜不
寐，皮疹受凉则痒减，故有时半夜起身以冷水
擦洗方能入睡，并伴有口渴烦躁，大便正常，
右胁肋在劳累后则有隐痛，2年前曾患甲型
肝炎，现已愈。舌质稍红，舌苔薄腻，脉弦。

诊断：（气血两亏，血虚生风，血热之体，
湿热浸淫型）风疹。

治则：益气养血润燥，清热解毒利湿。
方药：全当归 18g，生黄芪 30g，生熟地

黄（各）24g，川黄连 10g，淡黄芩 24g，川黄柏
15g，净麻黄 9g，黄药子 15g，人中黄 12g，片
姜黄10g。7剂。

服上方7剂，皮肤瘙痒大减，夜寐亦安，
唯大便日行 2 次，但成形，嘱其仍服上方 7
剂，病即瘥。1月后因饮食不慎（进食海鲜
及酒）皮疹再显，仍以上方去黄药子，加连翘
12g，净蝉衣9g。再服7剂，皮疹全部消退。

按 皮肤瘙痒症是一种自觉瘙痒而无原
发性损害的皮肤病，好发于老年人及成年
人。多见于冬季，由于不断地搔抓而常有抓

痕、血痂、色素沉着及苔藓样变化等继发损
害，有时还可伴发毛囊炎、疖、淋巴结炎等继
发感染。本病属于中医学“痒风”范畴。

皮肤瘙痒症常与血虚、血燥、血热及湿
热、蕴毒等因素有关，先哲云“血虚生风”“血
燥生风”，瘙痒不止、游走不定即风邪特性，
治疗当以养血润燥、活血祛风、清利湿热等
法为绳墨。裘沛然惯用当归六黄汤化裁，是
方气血并调、邪正兼顾，既可益气养血润燥，
又能清热利湿解毒；佐以麻黄祛风解表；黄
药子凉血解毒；姜黄活血散风通络。是以标
本兼治，熨帖病机，故服药未几，霍然而愈。

粟疮案

高某，男，47 岁。1981 年 8 月 23 日初
诊。诉全身皮疹 1周余。3个月前因高热、
腹胀、腮腺肿胀在医院治疗，诊断为嗜酸性
粒细胞增多症。曾多方治疗而疗效不佳，自
行停药，1个月后逐渐缓解，近 1周来，全身
粟粒状皮疹瘙痒不休，并伴有口臭、口渴、身
倦乏力、腹中胀气、大便溏薄、胃纳不佳，因
不愿接受西医治疗，而来裘沛然处诊治。脉
濡细，苔微腻。

诊断：（表卫不固，湿浊内停，又兼火热内
郁，热伏营血，湿热交阻客于肌表型）粟疮。

治则：益气固表，化湿凉血。
方药：生黄芪 30g，青防风 15g，生白术

15g，姜枳壳 9g，浮萍草 15g，玉泉散（包）
15g，川厚朴 6g，干荷叶 6g，净蝉衣 5g，大生
地20g，佛手柑9g，净麻黄5g。14剂。

服上方半月，腹胀即除，皮疹显退，皮肤
瘙痒基本消失。

按 中医对该病依其形如粟粒，瘙痒无
度，而名之“粟疮”，现代医学称为“痒疹”或

“单纯性痒疹”。多数学者认为与变态反应
有关，而中医学认为是由于内郁火热，复受
风邪，或热耗营血，生风化燥，肌肤失养所
致。该患者全身粟粒状皮疹，瘙痒不休，又
兼3个月前曾患嗜酸性细胞增多症，因此符
合“痒疹”这一诊断。但患者除有血热病机

之外，还有身倦乏力、纳呆、便溏、苔腻等脾
虚湿困之象，所以在治疗上重用黄芪为君
药，配白术、防风以益气固表；配枳壳一升一
降以补益中气；配生地、玉泉散以清气凉血；
配川厚朴、佛手柑以理气化湿而消胀；以浮
萍、荷叶、蝉衣清热利湿、透在表之热邪湿
毒。本方特点是以麻黄为要药，其为辛温之
品，虽用量较轻，但可“去邪热气”（《神农本
草经》）；《大明本草》曰“调血脉，开毛孔皮
肤”；张元素称其“泄卫中风热”，裘沛然在皮
肤病中每每用麻黄，功效颇佳。

脱发案

金某，女，36 岁。2005 年 4 月 5 曰初
诊。诉脱发半年。现头顶部头发稀少可数，
头皮暴露，日渐加甚已达半年，并伴有口渴
喜饮，头晕偶见，耳鸣目糊，腰酸不舒，精神
欠佳。苔薄白，质稍红，脉弦细。

诊断：（肾精不足，虚火上炎，精枯火盛，
毛发失养型）脱发。

治则：滋肾泻火。
方药：炙龟板 18g，鹿角粉 3g，枸杞子

9g，仙茅 15g，淫羊藿 12g，菟丝子 12g，补骨
脂 15g，生甘草 6g，当归 9g，石斛 12g，熟地
24g，生黄芪 15g，生白术 15g，青防风 9g。7
剂，水煎服，日1剂。

二诊：服药7剂，精神转佳，脱发现象稍
改善，继服上方加制首乌9g。

三诊：连服1个月，头发逐渐长出，色泽
日见加深，服药至6月12日（约50天）以后，
未再复诊，后据其妹面诉，头发已生长满头，
色泽乌润。

按 患者脱发仅是一个表象，而头晕、目
糊、耳鸣、口渴、腰酸、乏力等症乃肾阴亏损，
是其病本，故裘沛然以龟鹿二仙膏为主方，
滋补肝肾；配当归、熟地、枸杞子、石斛，以增
强补肾养血润燥之力；结合仙茅、淫羊藿、菟
丝子、补骨脂，从阳中求阴；后配玉屏风散以
益气固表，调整机体的免疫力。由此可见治
病必求于本，方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裘沛然医案五则
□ 王庆其 李孝刚 邹纯朴

梁尚华 王少墨 裘世轲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为深入贯彻山东省中医药大会和
《山东省县级中医医院“五个全科化”工
程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精神，山东省枣
庄市峄城区中医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扎实推进中医外治技术全科化、中医康
复全科化、中医护理全科化、中医治未
病全科化和中医经典全科化（以下简称

“五个全科化”）项目建设，结合工作实
际传承发展、创新突破，持续在中医药
重点项目建设、中医药人才引进培养、
中医药特色技术项目推广、中西医诊疗
方式融合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力，以“五
个全科化”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今年
1~9 月 份 ，实 现 了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5.9%，药占比降到 26.66%，出院患者非
药物疗法比例达到了 75.72%，平均住院
日由 2020年 11.6天降到 9.1天。

提高政治站位 创新激励
机制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坚持秉
承中医精髓，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致力于
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自2013年以来，该
院就已经积极探索将针灸、中医康复、中
医护理等中医诊疗技术融合运用到患者
治疗、康复的全过程中，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2021年，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在县级中
医院实施“五个全科化”工程试点项目，峄
城区中医院院作为枣庄市唯一一家该项
目试点医院，全院上下团结一致、提高站
位、脚踏实地、攻坚克难，扎实开展并在全
院推广“五个全科化”，确保项目落地、落
实、落细。

医院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五个全
科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和领导小组，院长
为第一责任人，制订了《峄城区中医院“五
个全科化”工程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围绕
规划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制定切实可行
的子方案、子目标，并组织人员到省中医
院学习“五个全科化”项目建设先进经验；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项目实施动态监测制

度、项目定期汇报制度以及考核评价办
法，定期研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
大问题，定期开展工作考核和项目评估，
推进“五个全科化”顺利实施。

医院完善激励机制，将“五个全科化”
项目与绩效考核挂钩，对中医外治疗法、
中药饮片、康复、中医护理技术应用给予
单项工作量奖励，对下医嘱医师和操作人
员分别给予工作量奖励；建立中医外治、
中医康复、中医经典等全院会诊制度，对
外科、妇科等常见病种邀请中医专家制订
协定处方，对各病区不能独立治疗而需请
会诊的病例，实行邀请与被邀请会诊科室
双向核算收入，将各科中医优势病种纳入
临床路径管理，大大提高了院内开展“五
个全科化”项目的积极性。

医院建立宣传推广机制，充分利用网
络、广播、电视、微信等媒介，广泛宣传“五
个全科化”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坚持统筹协调推进 激发
中医药发展活力

中医外治技术全科化 自 2013年起，
医院在针推科、康复科成熟开展中医外治
技术的基础上，在门诊及各病区设置了14
个中医综合治疗室，配备针灸针、火罐等
中医诊疗设备，对针刺、推拿、中医设备、
中医正骨等中医外治技术治疗项目的科
室给予激励奖励，大大提升了中医外治疗
法的使用率。截至目前，全院开展中医外
治疗法 55 项，出院患者非药物疗法比例
达到了75.72%。

中医康复全科化 医院康复科成立于
2009年，是齐鲁中医药优势专科集群建设
成员单位，鲁西南康复专业联盟成员单
位。长期聘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科专
家会诊、指导。该院不断优化神经、骨伤、
产后、儿童康复亚专科康复技术流程，制
订了项痹病、腰痛病、中风病等中医特色
康复诊疗方案，形成了针灸、中药、现代康

复技术，融合内外兼治的三联特色康复模
式。2021年 4月，成功举办了山东省级中
医药继续教育项目“中医传统康复的传承
与发展”培训班，将中医康复理念在全市
推广应用。

该院不断探索中医康复服务新模式，
长期派驻 1 名康复治疗师在脑病科病区
值班，针对脑中风患者，开展早期康复工
作；骨伤一科、骨伤二科联合康复科，开展
查房、病例讨论、床旁康复、康复宣教等工
作，建立临床与康复融合的中医康复全科
化新模式；医院将中医适宜技术、现代康
复治疗技术、康复设备、康复护理，融入到
新模式当中，形成了神经、骨伤、颈肩腰腿
痛、儿童康复亚专科康复技术 4个具有稳
定研究方向的亚专科。“五个全科化”项目
开展以来，医院第一时间选派 3名技术骨
干赴齐鲁儿童医院、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康复新技术；投入
150余万元，为各临床科室购置康复设备，
全面开展康复评估、康复指导，中医康复
服务能力得到了大提升。

中医护理全科化 2012 年底，医院制
订了《关于开展中医特色诊疗服务项目工

作方案》，鼓励各临床科室积极开展中医
护理技术，并纳入医院绩效考核体系，极
大调动了护理人员积极性。

医院“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中医药
知识与技能培训；成立了中医护理、静脉
血栓栓塞症（VTE）、糖尿病、中医养生保
健 4个专科护理小组，推动护理的专科化
发展；将中医护理全科化融入到优质护
理示范病房建设中，完善中医护理技术
规范，编印完成 35 项中医护理技术使用
手册，中医护理技术达到全院同质化水
平。

创新中医护理服务模式，护理部形成
46个疾病的中医护理方案，指导临床辨证
施护；为出院患者提供个性化、延续性中
医护理服务。

“中医护理全科化”工作开展以来，全
院开展耳穴压豆、穴位贴敷、热敏灸、督
灸、脐灸等中医护理技术 22项，每个科室
开展中医护理技术项目≥6项。今年 1~9
月，实施中医护理技术 12.7万人次，收入
884万元，分别同比增19.26%、50.38%。

中医治未病全科化 全院各病区普及
安装体质辨识软件，创新治未病诊疗业

务，在适宜人群中推广耳尖放血降压、穴
位埋线治疗代谢性肥胖等 10个中医治未
病干预方案；将治未病与健康体检、慢病
管理有机融合，1～9月份，全院完成健康
体检建立电子健康档案1100余人次，派出
医疗专家进企业、机关、学校开展针对性
健康宣教15次。

中医经典全科化 医院贯彻落实全省
中医药“三经传承”战略，深入推进中医
药学经典、用经方、传经验活动，积极营
造中医经典研学氛围。“线下+线上”培训
学习；邀请名中医药专家专题授课；制定
个性化学习内容，利用晨交班、中医经典
查房、业务学习、学术交流等形式，开展
学习经典研学活动。注重中医经典在临
床中的应用提升中药饮片使用率，今年
1～9 月份，中药饮片收入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60.44%。

近年来，峄城区中医院坚持传承精
华，突出中医特色优势，持续做大做强中
医重点专科，实现多个零的突破。该院是
山东省中医医联体成员单位，拥有 2个省

“十三五”中医药重点专科和 1个省“十四
五”中医药重点专科，填补了全区省级重
点专科空白；针推康复科发展迅速，其发
展经验在 2020年山东省针灸学会学术年
会上做典型经验介绍，并荣获2021年全省
中医医院绩效管理先进案例卓越奖；心血
管科、骨伤科、康复科被遴选为齐鲁中医
药优势专科集群建设成员专科单位；成为
全市唯一一个中医“五个全科化”项目试
点医院；成功建设启动胸痛、卒中、创伤三
大中心；平均每年新增 30 项中医适宜技
术特色项目；成功举办枣庄市“方便看中
医，放心用中药”——卫健系统学党史办
实事、中医中药进万家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推进大会暨大型义诊活动，中医药服务水
平显著提高，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先后被
授予全国最佳群众满意示范医院、山东省
中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山东省健康促
进示范医院、山东省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
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刘传玲 杨捷）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

“五个全科化”助力高质量发展

医院儿童康复大厅内，脑瘫儿童正在接受康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