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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导致全球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李杲所著《脾胃论》内容涵盖了
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等诸多方面，其应用早已超越脾胃疾病本身，对临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
瘤，及五官、皮肤、骨伤等疾病的诊疗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
防治中仍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脾胃论》治未病思想，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
因病机及辨证方法，探讨调补脾胃进行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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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with Theory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in
Pi Wei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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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cause leading to the world
death and disability. Pi Wei Lun written by Li Gao covers the physiology, pathology, and many aspects of
modern medicine. Its application has gone way beyond the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evention and diagnosis of diseases of heart system, brain system, gynecology, tumor-blood,
skin, and traumatological disorder. The idea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still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theory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in Pi Wei Lun, go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of
internal injury of spleen and stomach in Pi Wei Lun, and discussed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prevent and treat
chronic diseases by nursing and tonifying stomach and sp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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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chronic non-communicable

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

diseases），简称慢性病或慢病，是导致全球死亡和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具有病程长、流行

伤残的重要原因。我国发布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

广、费用高、致残致死率高等特点，其发生和流行

作规划（2012—2015 年）》显示：我国现有慢性病

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因

确诊患者 2.6 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

素密切相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

国总死亡人口的 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

公共卫生问题。

[1]

负担的 70% 。影响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常见

金元时期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著《脾胃
论》。该书涵盖了生理、病理、方药等诸多方面，

基金项目：吉林省卫生计生委科技项目（2015ZFZC05）

其应用并不局限于脾胃疾病本身，所涉及的学术理

第一作者：吴兴全，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推拿治疗脏腑病

念已广泛应用于全身多种疾病 [2] 。《脾胃论》对临

的临床研究。E-mail: wuxingquan2005@163.com

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瘤，及五官、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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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等疾病的指导意义日益显现 [3] ，其治未病思想

2 篇中，提出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内而五脏六

在慢性病防治中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疾病。“如脉

1 未病先防，顾护脾胃

缓，病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或大便泄泻，此湿

在很多慢病发展进程中，人体在出现病理改变

胜，从平胃散。若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或

之前，会出现一些现代技术很难发现的功能性改

大便泄泻，或皮毛枯槁，发脱落，从黄芪建中汤。

变。《脾胃论》指出，“若夫顺四时之气，起居有

脉虚而血弱，于四物汤中摘一味或二味，以本显证

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

中加之。或真气虚弱，及气短脉弱，从四君子汤。

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不然损伤脾……而有

或渴，或小便闭涩，赤黄多少，从五苓散去桂，摘

病皆起”。顺应四时、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调畅

一二味加正药中”。东垣将此称之为五脏证之五

情志、慎避外邪，避免复感新邪，在预防疾病、调

药，依升降浮沉之理，或祛邪安正，或健脾安中，

养身心中具备一定的作用。能做到以上几点，使脾

于平素调理脾胃虚弱中，依证入药，无不效验。

胃得安，胃气旺则邪不可干，再经远欲省言，则

在用药上，东垣主张“分经随病制方”，提倡

“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

“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御病。因此“假令

养形，虚心以维神，寿夭得失，安之于数，得丧既

治表实，麻黄、葛根；表虚，桂枝、黄芪。里实，

轻，血气自然谐和，邪无所容”。通过早期干预，

枳实、大黄；里虚，人参、芍药。热者，黄芩、黄

能够有效地截断慢性病高危人群的病理改变进程，

连；寒者，干姜、附子之类为君”。其组方用药亦

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注重升降配伍，以恢复脾胃的升清降浊功能。“脾

2 既病防变，立论脾胃

胃不足须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

慢性病不仅病程长，久病亦可致变，因虚、因

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生发阴阳之

瘀损伤脏腑，导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脾胃论》

气，以滋春气之和也”。临床常用升麻、葛根、柴

所载医案医方中所提出的治疗方案渗透了早期诊

胡等升举宣散之品，随症施治。鉴于慢性病多虚多

断、有效治疗、防止疾病传变的思想。其对诸病治

痼，对于具备脾胃虚弱、气虚下陷证候之慢病，运

法均以脾胃为中心，以脏腑辨证为根本，通过五行

用升阳法，能获得可靠疗效。但由于慢性病患者病

生克制化、经络、四时加减用药防止疾病传变。

机复杂者居多，如兼夹气郁、痰浊、瘀血等实邪较

2.1 重视脾胃，详于辨治

明显时，仍需在主方基础上辨证加减[5]。

《脾胃论》着重论治脾胃的同时，利用脏腑辨

2.3 阴火内伤，甘温除热

证法，阐明脾胃与肺、心、肝、肾之间的关系，提

关于内伤发热，东垣引《素问•调经论》云：

出“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性

“阴虚则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

益脾胃之药为切”，因此治疗脾胃气虚所致的其他

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为

脏腑疾病，东垣均详辨治之。如在本书“脾胃盛衰

内热。”并结合实践总结“今饮食损胃，劳倦伤脾，

论”中，东垣概括了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

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东垣认为内伤病

关的发病机制，以脾胃虚弱而发病为理论中心。

的主要病机是元气与阴火失衡，产生阴火病证。

如：心火衰微则火不生土，而心火亢盛反伤脾土而

《脾胃论》中“阴火”一词共出现 27 次。所

生心之脾胃病，脾虚土不生金而生肺之脾胃病，所

论阴火皆为饮食劳倦、七情所伤、脾胃虚弱引起，

胜妄行的肝木克伐脾土而生肝之脾胃病，所不胜之

属于内伤之火。提出“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

[4]

肾水反来侮土而生肾之脾胃病 。这些致病的根

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

源，皆因脾胃元气不足，使疾病在发生、发展中正

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

邪相争，损伤人体正气，造成体质亏虚，这对于慢

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

性病中常见的吐逆、腹泻、便秘、脾胃疾病有很好

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

的借鉴作用。

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

2.2 用药规矩，升清降浊

位”的观点。这里明确提出了阴火即为脾胃虚弱所

东垣非常重视调理脾胃功能，在“胃虚脏腑经

致的心火亢盛，指出了脾胃气虚与心、肝、肾之间

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的关系，并解释阴火的产生是由于脾胃虚衰，元气不

足，清气下陷，水湿下流于肝肾，心火独盛，阴火

础，立足于脏腑辨证，概述了胃气是脏腑内外供给

得以乘其土位，故而发生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

物质营养的源泉，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

洪大、头痛、渴不止之症，治疗时应在升发脾阳之

系，强调了“人以胃气为本”“病从脾胃生”。对

外，更兼借苦寒药权衡施治阴火亢盛之证，认为苦

于慢性病的防治，调补先后天以改善虚损体质不失

寒泻火或解表散火的目的在于顾护元气，与升阳降

为有效途径之一。总观东垣医学思想及经验，其在

火作用相反相成。

脾胃立论上仍宗仲景之法，辨证而不妄行；虽善补

东垣认为内伤劳倦皆由元气虚损、阴火亢盛所

法，但并非擅用辛燥升补，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

致。“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

药为切；临床用药以升阳为主，认为阳升则浊阴自

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

降，元气充盛则御病力强，以复脾胃之机；在使用

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为头痛，为

甘温药物升发元气的同时，反复强调甘寒以滋化

渴，而脉洪”。临床可见气高而喘、烦热、头痛、

源。总之，结合现代慢性病管理，不拘泥于东垣方

口渴、脉洪大等症状，方选补中益气汤。后世亦将

论，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辨证

其应用于脾虚气陷证、内脏下垂、久泻、久痢、脱

方法，辨证施治，方能做到审察于物、慧然独悟，

肛、重症肌无力、乳糜尿、慢性肝炎等，亦是对其

将调补脾胃作为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

甘温除热法以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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