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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状态辨治疑难病心法

姜良铎摇 魏文浩

揖摘要铱 摇 疑难病大多具有隐匿渐进的发病特点。 疾病早期邪伏脏损,机体功能失调呈隐匿性,
因此应从状态辨治疑难病,分清主要和次要病因。 在疾病前驱状态就开始采用中医药治疗,并且应

抓住疾病变化的前因后果,准确定位病变的脏腑,结合每种疾病的症、舌、苔、脉、理化检测,作出详

细的量化标准,合理投药,提高中医随证态施治的水平,更加主动而有效地对付一切复杂疑难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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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疑难病大多具有隐匿渐进的发病特点,疾病早期邪伏脏

损,机体功能失调呈隐匿性,多方面互相牵涉,或病情变化处

于转折关头时出现的证候,临床症状多不典型。 在此情况

下,如果辨证不清,不仅使患者就医延迟,治疗也难免不舍本

逐末。 故此,从状态辨治疑难病就显得十分重要。 医者只有

系统掌握了从状态辨治的心法方可正确投药,使病人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 对于复杂疑难病症如何从状态辨治,虽然临

床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些经验还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也
没有一定的规范,所以要系统掌握这些经验是不易做到的。
只有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完善,摸索规律,统一

标准,才能做到有规可循,主动而有效地对付一切复杂疑难

病症。

1摇 审主次病因

病因就是根据临床患者出现的证态,而探求疾病发生的

原因———即病因。 复杂疑难病从状态辨治中,主要病因就是

对其他一切病因起主导和影响作用的病因;凡是随着主要病

因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主要病因的转变而转变的,皆属次要

病因。 这就是确定主要病因、次要病因的唯一标准。 例如:
外感热病只有轻微的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头痛,周身酸楚,
咳嗽,纳差,随有脏腑症状,其主要病因是外感寒邪,法当辛

温解表,此病态寒邪是外感病的主要病因,故邪祛则正安;如
“湿热互结冶证态,体内有湿热的内伤基础,加上外感湿热,
此时外邪为主要病因,内邪为次要病因。 中医学的病因观

念,表现在直接审因和审态求因的辨证统一,而以审态求因

为主,直接审态为辅,形成了独特的病因体系。 直接审因的

因果联系非常清晰,能够较为具体而准确地揭示其本质,容
易掌握和应用。 但是,疾病是复杂多变的,直接审因所得的

结果和相应的病理现象之间,不一定全部符合,西医诊断为

病毒引起的肺炎,中医就据不同的证象分为卫、气、营、血不

同证型。 如果脱离了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联系,脱离了病理

状态的复杂因素,单纯去探求直接病因,往往不能获得复杂

病变的本质。 审态求因是一种间接审因方式,是从整体和动

态去分析各种复杂的征象,经过综合归纳,推理出疾病发生

发展的原因。 这种病因观是和病机融为一体的。 由于它是

对复杂的因果联系现象,经过综合归纳得出的病因推论,所
以它能反映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辩证性。 这种审态

求因的辨证方法,能够卓有成效的指导临床实践。

2摇 前驱状态

疑难病症大多具有隐匿渐进的发病特点。 随着疾病渐

进与发展,病理损伤逐渐加重,临床症状有所表现,当有典型

的临床症状出现时,多已具有积年累月的病史,组织器官、脏
腑、筋脉、经络发生了质的损害,使治疗陷入艰难境界。 对疑

难病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临床发现某些蛛丝马

迹,不失时机的追踪检查,在疾病前驱状态就开始采用中医

药治疗,是使疾病向愈或控制病情发展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

治病采用的辨态论治是一种司外揣内的临床思维模式,要做

到早期诊断,要善于查找疾病邪伏脏腑损伤、功能紊乱的早

期迹象,搜集反映疾病特征的临床表现。 前驱状态具有一定

的信息量,不足于诊断为何种证态;如果再出现佐证信息,证
态可成立;有灵活的动态变化;与边缘的证态有交叉关系。
根据不同疑难病症的发病特征,结合高发人群的查体检测,
利用现代医学的医技检测手段,进行可疑疾病的相关性理化

指标的临床检测,增加疾病早期诊断的度量参数,能大大提

高早期诊断率。

3摇 因果转化

因果转化则反映疾病矛盾变化的内在动态规律。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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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疑难病症,不管病情何等复杂,只要按辨态论治理论体

系进行临床思维分析,皆有内在矛盾的演变规律可循。 一种

原因,可以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可由多种原因产生。 所

以辨态论治极为重视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和运动性。 把一切

疾病的因果联系,归纳为辨态的因果联系,不仅从外因的作

用去探求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更加强调从脏腑功能的盛衰

和基础物质的盈虚通滞,去探求临床症状发生发展的综合原

因。 因果转化始终贯穿于疑难病的全过程,形成病机演进中

的互相联系的结构。 从病机角度分析,疾病的发生与证候的

出现,都有前因后果。
标本转化是反映疾病内在矛盾的主次动态变化,分析疑

难病症因果转化的标本特征,必须以动态的观点分析病机演

进中的病理过程、证态归宿的标本特征,查询病理变化中的

关键环节,并查清主要病机与其它环节的依存关系,根据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冶之原则,抓住其主要病机进行治疗,
使机体组织器官、脏腑功能调整到一个阴平阳秘的平衡

状态。

4摇 脏腑定位

脏腑定位就是指疾病发生在何脏何腑的那个部位。 中

医学的病位观,反映了结构定位和功能定位相结合的特点。
结构定位亦不全以解剖结构为依据,而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模

式结构和层次设计来体现的。 采用脏腑定位,使医务工作者

对疑难病症,对一时尚难查明其病变实质的功能性疾病,作
出比较满意的病位分析。 疑难病症在发病过程中,由于病邪

对相亲脏腑的专一性侵害,形成以原发受病脏腑为中心的病

理损害,随着受病脏腑病损的渐进,病变逐渐向外扩展而累

及他脏,出现脏腑的多损性,疾病进入复杂阶段。 其外展的

进程取决于中心病变病损的程度,但造成危重的直接原因,
多不是原发病,而是相关他病,即原发病的并发症。 如慢性

支气管炎后期,病变中心外展,而并发相关性心脏病、肾脏

病、脑病等。 对疑难病症病位的确定,是从状态辨治疑难病

的关键。 在疾病动态的演进中要扩宽视野,既要认清原发

病,又要辨清原发病累及的相关脏腑病变,理清疾病的内联

外涉关系和进退顺逆发展变化趋势,利用中医的宏观辨证与

微观辨病相结合,做到识病心中明了,治疗心中有数,用药组

方合理,临床必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5摇 临床状态

中医学的证态,是由临床出现的症候群、舌体、舌质、脉
象等多层次的信息组成。 各个层次信息的随机组合,可以使

一个证态出现无数种动态。 疾病发展的全过程,信息的量与

质随时发生着变异。 形成一个能够识别的证,临床必须有一

定数量和质量的信息。 从有一定量的信息但还不能确定为

证态的情况开始,到信息正好能够达到确诊条件为止,这一

阶段的动态定义为“临床状态冶。 研究临床状态有利于医务

工作者掌握证态的动向,有利于医务工作者掌握证态的最低

诊断标准,做出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把疾病消灭于“前驱

状态冶。 近贤姜春华教授提出截断疗法治疗温热病,这种疗

法更需要临床医务工作者早期诊断。 利于医务工作者作出

鉴别诊断。 临床有某些疾病信息量少,表现不典型的疑难病

症提供诊断线索,使临床医务工作者有可能作出较正确的假

定诊断和试探治疗。 广大医务工作者应当抛去门户之见,对
中医学当做好继承、发掘、整理,应在提高方面下功夫。 集思

广益,对每一病证态的“临床状态冶作出研究,每种疾病的

症、舌、苔、脉、理化检测,作出详细的量化标准,证态的诊断

标准就可统一,证态的动态变化就可掌握,中医随证态施治

的水平可以提高,亦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为开展中医药科学

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收稿日期:2011鄄10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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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中医药》变更刊期通告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环球中医药》刊期将于 2012 年 1 月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 每月 6 日出刊,每期 80 页,大 16
开,定价 10 元 /期,120 元 /年。

《环球中医药》自 2008 年创刊以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编委、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严把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努力打

造中医药科技期刊精品,每年有个大提高、每年上个新台阶。 2009 年入选美国《化学文摘》,2010 年入选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杂志以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深厚的编辑素养吸引了大量优秀稿件,2011 年稿件采用率为 15% ,在
此情况下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 刊期变更之后,本刊会一如既往的坚持“立足科技前沿,贴近临床,服务读者冶的办刊宗旨,坚
持“打造科学性、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中医药科技期刊冶的编辑方针。 欢迎中医药学界同仁积极订阅! 积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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