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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时明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 30 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对于内科杂病，善于从带下入手诊治，疗效显著，开拓了

治疗内科杂病的思路，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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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 Li Shiming had over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l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 is good at 

treating internal miscellaneous diseases from Daixia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is significant. He expand the way of treating internal 

miscellaneous disease and enrich the treatment methods for internal miscellane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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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临床过程中，常会遇到各种疑难杂症，常规思路治

疗往往疗效不佳，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局面。我师李时明乃四川

省第四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绵阳市名中医，临

床经验丰富，对于内科疑难杂病，善于另辟蹊径，从带下入手

诊治，效果显著，现选摘几个病例，以飨同道。 

1   腰痛案 

患者甲，女，43 岁，反复腰痛 5 年有余，B 超未见异常，

CT 提示：轻度腰椎间盘突出伴腰椎骨质增生，血尿常规及生

化未见异常。在多处中西药物治疗，症状反复。刻诊：舌质淡

红、苔薄白，脉缓，纳眠俱可，二便调，口不渴，亦无明显四

肢倦怠，患者除了腰痛外，从内科方面了解不到其他症状，舌

脉基本正常，似乎无证可辨。细问方知患者近几年带下色白量

多，绵绵不断，无臭味。李师诊断为脾虚所致，予以完带汤加

减以健脾益气，除湿止痛。处方如下：党参 30 g，炒白术 15 g，

苍术 10 g，山药 30 g，白芍 15 g，陈皮 6 g，焦荆芥 6 g，柴胡

6 g，刺五加 15 g，狗脊 30 g，车前子 15 g（包煎），炙甘草 6 g，

3 剂，1 剂/d，3 次/d。3 剂服完，患者腰痛减轻，带下减少，

原方再服 3 剂后诸证悉除。 

【按】腰痛者多感受外邪，或因劳伤，或由肾虚而引起气

血运行失调，脉络绌急，腰府失养所致，腰为肾之府，乃肾之

精气所溉之域。内伤则不外肾虚。而外感风寒湿热诸邪，以湿

性粘滞，湿流下， 易痹着腰部，所以外感总离不开湿邪为患。

内外二因，相互影响。临床中本病多以肾虚为发病关键所在，

风寒湿热的痹阻不行，常因肾虚而客[1]。李师认为，任、督、

冲、带诸脉，布于腰间，腰痛与妇科也关系密切。该案例中，

我们从内科常规问诊中面临无证可辨的状况，李师从女性带下

入手治疗，也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治疗效果。方中党参、炒白术、

山药均为补气健脾之品，白术尚能燥湿，山药兼可涩精，更合

健脾止带之用，狗脊、刺五加都能补肝肾、除湿止痛，狗脊还

可温补固涩，刺五加益气健脾利水，共为方中君药。苍术、陈

皮燥湿运脾，芳香行气，既可使君药补而不滞，亦取其气行湿

自去之意；车前子淡渗利湿，以使水湿从小便而去，同为方中

臣药。君臣相配，止带而不留湿，利湿而不伤正。白芍舒肝扶

脾，柴胡升阳，使湿气不致下流入里，正如傅青主所谓“升提

肝木之气，则肝血不燥，何至于下克脾土。”焦荆芥入血分祛

风胜湿以止带，共为佐药。炙甘草调药和中，是为使药。全方

合用，健脾补肾、舒肝扶脾、除湿，湿去则带下止、腰痛愈，

脾肾健则水湿无由所生，方可杜腰痛再犯。李师还告诫我们在

学习和使用古方时，不但要记住功效和主治病证，更应该掌握

配伍用量，这样才能知道古人制方的全部用意。古方加减应把

握两个原则：一是所加药物不能多，多则有喧宾夺主之嫌，二

是所加药物必须与主方协调一致，要符合主方的配伍原则。 

2   便秘案 

患者乙，女，47 岁，便秘 5 年多，长期口服上清丸、麻仁

丸、果导片等通便，初服有效，久服则大便难出。伴见生气后

便秘加重，自幼有支气管哮喘，下腹部隐痛而胀，口苦、尿黄，

舌质暗苔略黄，脉数。李师初诊考虑气滞便秘，予以四逆散合

苏子降气汤加减，二诊时患者大便通畅，咳嗽好转，予以金水

六君煎加味。三诊时患者诉咳嗽好转，仍大便干燥，追问患者

妇科情况，患者素有痛经，经色暗有血瘀块，6 年前开始白带

色黄，质稠、味臭。李师考虑湿热夹瘀，滞结肠道，予以清热

利湿，活血化瘀，处方如下：金银花 30 g，蒲公英 30 g，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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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黄柏 15 g，苍术 15 g，车前子 15 g（包煎），赤芍 30 g，

桃仁 15 g，酒大黄 10 g，郁李仁 30 g，枳实 15 g，甘草 3 g，3

剂，水煎服，1 剂/2 d，3 次/d。3 剂后患者大便通畅，白带正

常，上方去酒大黄、苍术，加鸡血藤 30 g、生白术 40 g，再服

3 剂，患者便秘无反复，白带正常。 

【按】便秘是临床上的常见病证，以大便排出困难，排便

时间或（及）排便间隔时间延长，大多粪质干硬为临床特征。

病因主要有外感寒热之邪，内伤饮食情志，病后体虚，阴阳气

血不足等。本病病位在大肠，并与脾胃肺肝肾密切相关[1]。该

案例中李师从内科常规治疗入手，效果不佳，李师细问患者带

下情况，从带下入手治疗取得满意效果 。黄带证属湿热，多

为脾虚湿郁，湿热下注所致，正如傅氏所说黄带“乃任脉之湿

热”所致，“惟有热邪存于下焦之间，则津液不能化精，而反

化湿也。夫湿者，土之气，实水之侵；热者，火之气，实木之

生。水色本黑，火色本红，今湿与热合，欲化红而不能，欲返

黑而不得，煎熬成汁，因变为黄色矣”[2]。该例患者白带呈黄

色，质稠，味臭，考虑湿热下注；其有多年痛经，经色暗有血

瘀块，考虑血瘀，故综合考虑为湿热血瘀。方中以金银花、蒲

公英、栀子以清热解毒，苍术、黄柏清热燥湿，尤善治下焦湿

热，湿热去则带下止；车前子利水渗湿，湿去则带下自减；桃

仁、赤芍活血化瘀通便，郁李仁润肠通便利湿，酒大黄清热通

便，枳实行气导滞，甘草调和诸药。诸药相伍，共奏清热除湿、

活血化瘀之效，丰富了临床治疗便秘的方法。另外，李师认为

治疗湿热所致便秘，利湿药不宜多用，因利多伤阴，反而有碍

便秘的治疗；酒大黄亦不宜久用，久用易致泻剂性便秘。 

3   手痛病案 

患者丙，女，31 岁，自诉双手指关节晨起疼痛麻木、僵硬

1 年余，活动后可缓解，中西药物治疗疗效不佳，排除了风湿

热、痛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颈部 CT 检查除 3、4 颈椎轻

度骨质增生外，无其他异常。目前患者二便正常，纳眠可，舌

质淡红苔薄白微腻，脉弦缓。一诊李师诊断为“痹症”，予以

羌活胜湿汤加减以祛风除湿，3 剂后患者症状如故。二诊李师

予以蠲痹汤加减以益气和营，祛风胜湿，3 剂后患者手指关节

症状同前。三诊时李师考虑其手指关节疼痛与风寒湿邪关系不

大，仔细询问病史得知，该患者平素易怒，月经先后不定期，

经色紫暗有块，经期少腹坠痛不适，白带量多，色白清稀。由

此，李师判断其手指痛与木郁土虚，脾失健运，痰湿内生，湿

阻经络有关。以疏肝健脾立法，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加减，

处方如下：柴胡 15 g，赤芍 15 g，枳壳 15 g，香附 15 g，川芎

15 g，陈皮 15 g，党参 30 g，炒白术 15 g，土茯苓 30 g，薏苡

仁 30 g，炒白芥子 12 g，炙甘草 6 g，连服 9 剂后手痛消失，

月经白带正常。 

【按】此处所说手痛，乃晨起单侧或双侧，单个或多个手

指关节屈伸不利、僵硬疼痛，活动后可自行缓解，需排除风湿

热、痛风、类风湿关节炎等病。中医治疗手指关节疼痛，一般

多从风、寒、湿、热等着手，亦可取得一定效果，但有部分病

例效果不佳。从该病例的诊治过程，李师有两点经验值得总结：

一者再次证明了临证时询问女性病人带下情况，往往可以提供

诊治疾病的切入点；二者凡是肢节疼痛的病人，一定不要只考

虑风寒湿所致，从肝脾论治亦能取得良好效果，对诊治痹病开

拓了思路。 

“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出自清代陈修园《医

学实在易•问证诗》，李师通过临床实践证明：在治疗女性内科

疾病时，一定不要忘记妇人尤必问带下，通过对带下情况的问

诊，能够开拓治疗内科杂病的思路，丰富内科杂病的治疗方法，

并且一定会取得意料之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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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汤加减治疗内科杂病举隅 

张仲景设理中汤，主治脾胃虚寒导致的胃痛、胸痹、吐利

等病。临床中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运用此方，治疗头痛、痉

证、眩晕等病，随证加减,取得满意疗效，体现了辨证论治、异

病同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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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覆代赭汤治疗内科杂病临床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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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令人满意，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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