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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五运六气学说辨治便血验案 1 则
胡心影 指导:袁红霞
天津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 天津 300193)

【摘要】 通过分析肠风下血验案，阐述运气学说在临证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肠风的辨治，可根据其运气特征，“岁金不及，从肺论

治”; 运用整体思维，病在下者取之上，清肝以肃肺，养血而止血，予槐角丸、黛蛤散、胶艾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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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ive movements and six-qi theory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hematoche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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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five movements and six-qi theory by analyzing a medical record of hematochezia． By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hematochezia，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and holistic thinking，it can be treated by clearing the liver to depurate the

lung and nourishing blood to stop bleeding．“Huaijiao Pills”，“Daige Powder”，“Jiaoai Decoction”can be applied for the treatment．

Keywords: bloody stool; theory on five movements and six-qi; hematochezia; proven case

［基金项目］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JCYBJC11400)

［作者简介］胡心影，女，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医脾胃病临床研究

工作。

人类的生命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

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活动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四时

阴阳内应五脏，人在大气之中受大气所制。《素问·宝

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

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

“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死灾

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五运六气学说是以“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整

体恒动观为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学说、气化学说为理

论基础，融合天文、历法、气象等知识，研究气象变化与

人的生命活动、疾病现象的关系。阐述天道对物候的

影响及物候对天道应答的规律，是运气学说的精髓所

在。医者临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如能结合分析患

者已过年和所在年之大运、司天在泉及目前所在六气

的特点而遣方用药，则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袁红霞教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20 余载，善用经方

治疗脾胃病。然在无证可辨或遇疑难之时，以运气学

说指导用药，每建奇功。今所录病案 1 则，患者临床症

状较少，仅通过辨证论治难以达到理想疗效，袁师合以

运气理论指导用药而取效。

1 病案实录

刘某，男，68 岁。初诊日期: 2013 年 3 月 4 日。
患者于 11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便后肛周出

血，至天津某院诊断为乙状结肠溃疡，予美沙拉嗪口服

结合灌肠治疗，效果不稳定。刻诊: 大便每日 1 次，质

可，有黏液，便后肛周出血，色鲜红，肛周无灼热感; 小

便调，纳寐可，少腹无不适; 舌暗红、边齿痕、舌下静脉

曲张、苔白腻，脉沉细。除便血外，患者无其他任何异

常症状，否认腹胀、腹痛、口干苦及痔疮史。辨证: 湿热

瘀血蕴积大肠; 方以乙字汤加减。处方: 柴胡 6 g，升麻

6 g，生甘草 10 g，黄芩 10 g，酒大黄 6 g，当归 10 g，槐花

炭 30 g，三七粉( 冲服) 3 g，白及 20 g，侧柏炭 30 g，苦参

10 g。每日 1 剂，水煎服。
复诊( 3 月 11 日) : 服药乏效，便血依旧，余同前。

后又迁延治疗月余，因近血属热，故叠用清热祛湿、凉

血止血之品，效皆不显。先后施以槐角丸、化肝煎、清

燥救肺汤、养阴清肺汤等方，且合用槐角炭、茜草炭、地
榆炭、黄芩炭等炭类止血药，亦无效果。袁师殚思再

三，考虑结合五运六气学说辨证施治。询问患者出生

年月为 1945 年 3 月 29 日，中运为金不及，试用槐角丸

合黛蛤散合胶艾汤加减。处方: 槐角炭 20 g，地榆炭

20 g，黄芩炭 10 g，当归 20 g，防风 6 g，枳壳 6 g，青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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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蛤壳 30 g，阿胶珠 15 g，生地黄 20 g，白芍 10 g，艾

叶 6 g，川芎 6 g。每日 1 剂，水煎服。
患者服药 7 剂后来诊，欣然告知顽疾竟获痊愈。

继予原方 14 剂以收全功。随访至今未复发。

2 临证体悟

凡血随大便而下，或大便前后下血，或单纯下血

者，统称为便血。临床辨证，主分湿热与虚寒［1］。《金

匮要略》有“近血”“远血”之分。张景岳亦云:“血在便

后来者其来远，远者或在小肠，或在胃; 血在便前者其

来近，近者或在大肠，或在肛门。”本案患者便色鲜红，

应为近血，当属有热，但以槐角丸、乙字汤、化肝煎等清

利湿热之常规方剂治疗乏效。袁师不执泥于常规，转

而从五运六气角度辨治，此非医理圆通者不可为之。
该患者中运为金不及，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

泉。肺金不及，是二火为邪，肺心为病。又肺与大肠相

表里，二者皆属燥金，故本案可从肺论治。今肺金不

足，则其所胜之脏肝木疏泄过度。肝主藏血，为风木之

脏，风动则血不得藏，故有肠风下血之症。正如《证治

汇补》中所言:“或内风因肝木过旺而下乘，故曰肠风。
风有以动之也……所下清血纯血，当先解肠胃之风邪，

次分内外以调理。”故用药以槐角丸、黛蛤散合胶艾汤

加减。
黛蛤散由青黛和蛤壳组成。青黛清热解毒力彰，

入肝经血分，可清泻肝经火热且有凉血之功; 蛤壳入肺

肾经，补肺气、益精血，治肾不纳气之哮喘。两药合用，

为临床治疗肝肺经郁热、痰火上炎所致的眩晕、耳鸣、
口渴、咯痰带血诸症之常用方。本案患者岁金不及，加

之肝木疏泄太过不得制而成肠风便血，故以青黛清肝

凉血，蛤蚧补益肺之不足。
胶艾汤源于《金匮要略》，是补血与活血兼顾之代

表方［2］。方中地黄、芍药补血敛阴，为血中之血药; 川

芎、当归辛香温润，既能流动血脉，且又能制约地黄、芍
药纯阴之性，为血中之气药。故是方血虚能补，血燥能

润，血滞能行，血溢能止，乃补中有通、散中有敛、补而

不滞之剂［3］。研究发现，胶艾汤有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加速血管内膜修复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止血［4］。以本

方治疗 肠 风 下 血，亦 蕴“治 风 先 治 血，血 行 风 自 灭”
之理。

槐角丸具清肠疏风、凉血止血之功，是治疗肠风下

血之主方。患者肝木疏泄太过，导致肠风下血，正得所

治。槐角丸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槐角、黄

芩、枳壳、当归、防风、地榆炭组成，常用于治疗痔疮便

血等病［5］。方中以槐角为主药，性味苦、寒，入肝、大肠

经，清热泻火、凉血止血; 地榆炭苦、酸，凉，归肝、胃、大

肠经，凉血止血、收敛止泻、解毒敛疮，专清下焦血热;

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 防风祛风解表、胜湿止

痛; 枳壳破气、行痰、消积; 当归补血止痛。槐角丸用于

治疗肠风便血、痔疮肿痛疗效确切。
本案患者肛周出血似乎只与手阳明大肠有关。但

综合分析，大肠又与肺相表里，肺金与肝木又有相互乘

克的关系，且诸风又皆属于肝，故肠风也与肝密切相

关; 同时，治风又涉及治血，所谓“血行风自灭”。由此

可见，这种关联性、整体的思维，在中医临证中不可

或缺。
由本案引申，除肠风与肝相关外，还有许多以大便

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病症与肝有关。因风木之性专于疏

泄，泄而未遂则梗涩不行，泄而太过则倾注而下。大肠

传导，全赖肝疏泄之力。故便血、便秘、泄泻等皆可从

肝论治。如小柴胡汤可治疗“阳微结”之便秘，使“上焦

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 痛泻要方可用治泄泻等。
从肝论治肠病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临床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或无证可辨的疾病，可考

虑以五运六气学说指导辨治［6］。《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曰:“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助则灾至矣。”《素

问·六节藏象论》又曰: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

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

式·序》中说: “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

化，明可见矣……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

五运六气理论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五运

六气学说进行辨证施治，也是中医学因时制宜的体现。
五运六气学说揭示的自然规律客观存在，此对于辨证

施治不无益处［7］。
古人有“不懂五运六气，抄遍方书何济”之训，已故

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曾指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

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薛雪亦认为: “凡大疫之年，

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

得其总诀，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

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

远矣。”
综上所述，在四诊合参的基础上详察患者的运气

情况，有助于提高对病因、病机的整体认识，进而有利

于确定恰当的治法方药、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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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余感言】临床辨证论治不宜陷入惯性思维模式，若久治不效，应另辟蹊径。

【经验点滴】患者若有肠化增生的前期表现，用仙鹤草 30 g、生薏苡仁 30 g;中重度肠化增生者，加露蜂房 15 g或山
慈菇15 g;辨舌象有瘀血之证者，加莪术 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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