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梅齡教授會診新冠病人實錄（一）

檔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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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前言：2 月 14 日姚梅齡教授再次應邀到前往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會

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重症病號，並由姚老弟子深圳德馨中醫館何秉儒

醫生陪同前往，會診成員還有深圳衛健委防疫專家中醫組長陳生主任，

深圳市中醫院急診王剛主任、劉禹翔副主任（目前已帶隊前往武漢方艙

醫院），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劉健副主任，以及深圳第三人民醫院

中醫科李曉良主任等人參加，以下文章內容是會診的全過程，由何秉儒

醫生錄音並整理而成，分享給醫學相關專業的同道，希望能夠借由臨床

實戰的細節來揭開重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部分面貌，並且從中跟隨姚

梅齡教授學習中醫大家的臨床辨證診療思路。

會診全過程何秉儒：姚老，我們今天要會診幾個病人？

姚梅齡：有兩個重病號，聽說患者已經肺實變了。

劉禹翔：姚老您好。姚梅齡：您好，我們想先看看病歷，看他的護理記錄，先

瞭解一下他的症狀體征。

劉禹翔：患者男性，張**，他是深圳第一個發病的，入院到現在有 30 多天了，

目前已用上了 ECMO（體外膜肺氧合），並予以鎮靜鎮痛。

姚梅齡：那患者在鎮靜狀態下一直在睡嗎？

劉禹翔：是的，但患者的瞳孔反射是靈敏的，他目前有一個較嚴重的問題，患者

在三天前突然出現氣道的大出血，出血量有 1000 多毫升，導致他目前肺的功能

基本失去了，所以我們希望能把他的病情穩定下來後考慮肺移植，現在動員了全

省的力量在找肺源，近兩天患者感染的情況還是蠻嚴重的，只是用上了 ECMO

代替了心肺功能，所以發燒的症狀也就控制了。

何秉儒：這個 ECMO 如果用上了一周，估計治療起來就比較困難了。劉禹翔：是

的，而且加上這次的大出血，現在氣管裏面都灌滿了血，而且現在已經有血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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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道裏面幹了，所以它的肺基本沒有恢復的可能性了。

姚梅齡：那他現在的血氧含量有多少？

劉禹翔：目前氧含量是好的。

姚梅齡：那患者是用被動呼吸？

劉禹翔：是的，被動呼吸。

姚梅齡：沒有心衰吧？

劉禹翔：之前有，都快死了，後來勉強維持住，這幾天算是穩定了。

姚梅齡：體溫正常嗎？

劉禹翔：體溫燒不起來，而且我們還需要用鼓風升溫機來升溫。

姚梅齡：妳摸得到他的身體嗎？身體冰涼還是沒有涼感？

劉禹翔：不涼。

姚梅齡：身上看的到有汗嗎？

劉禹翔：沒有汗。而且從好多天前他的脈象還可以的（只能把左手的脈，因為右

手已開發靜脈通道），只有兩天血壓很低要休克的時候脈摸不到，類似無根脈，

但大部分時間脈象都還可以的，脈象略滑，尺脈也有，沉取也是相對有力的，如

果不是因為這次的大出血，患者的存活率還是很高的。

姚梅齡：脈沉不沉、細不細？

劉禹翔：不沉不細，相對有點滑，只有前兩天休克的時候脈細微欲厥，然後經過

搶救治療後脈象及生命體征都還可以了。而且他的身體也沒有消瘦，因為大出血

予以補了很多液體，目前還有點浮腫。

姚梅齡：那天出血大概出了幾 C.C？那天出血的時候，血來的很急嗎？血色紅

的？黑的？紫的？有血塊嗎？身體還有其他部位的出血嗎？

劉禹翔：出血量大約 1500~1800ml 左右。血來的很急，血色是鮮紅的，沒有血塊。

沒有其他部位出血，當時我們就在評估這個出血是從肺裏面來的，還是氣管裏面

來的，最後還是考慮從氣管裏面來的。

姚梅齡：那患者在出血的前奏，哪怕是出血的前半天、前一天，你們的中醫辨

證診斷是傾向於那種邪氣為優勢，是熱重？陰虛重？火重？還是濕重呢？

劉禹翔：我認為是熱邪為主。

姚梅齡：是虛還是偏實？



劉禹翔：裏還是偏實的，我個人看法是，我們就算在補的過程中，一定要通，因

為他重症階段不能活動，如果不予以通利，他就閉住了，所以我們給他用了幾天

四逆湯加人參、虎杖、大黃，目前病情還算穩定住了。

姚梅齡：四逆湯是在大出血前用？還是大出血後用？

劉禹翔：主要是大出血後用的，不過之前也有用過，大約是 2月 5日至 8日左右

由王剛醫生開的，他著重於補為主，方內有人參、附子、黃芪，人參選擇了生曬

參或西洋參，不是紅參。

姚梅齡：那患者肚子脹嗎？

劉禹翔：之前有肚子脹，但近幾天予以大黃通腑後就緩解了，目前已不脹。而且

他的腎功能也不好，已經上了透析，上透析後肌酐才正常。

姚梅齡：那他有尿嗎？

劉禹翔：一整天的總尿量就 30~50ml，我認為也屬於無尿的。

姚梅齡：那他是血液透析嗎？

劉禹翔：是的，他做的是 CRT。

姚梅齡：哦，那這樣我們中醫就觀察不出來耶。

陳生：是啊，呼吸是用呼吸機替代，體溫也是用激素或用 ECMO 就不燒，或是隔

兩天突然燒上來，但不用藥體溫自己也下降了，然後鎮靜後也不能說話了。

姚梅齡：哎呀，那這樣指征都沒有了，這就難了。

何秉儒：是啊，所以一般上了 ECMO 一周後希望就不大了。

姚梅齡：那要怎麼辨證用藥，這對於我們來講就是全新的問題了。那麼患者有

皮下出血斑嗎？也沒有頑固的嘔吐？

劉禹翔：都沒有，他的胃腸道還好，只有前段時間補的多沒有大便，肚子就脹的

厲害，西醫的專家們有意見，當時我立刻擬定了一個灌腸方，給予灌腸灌出

1350ml 後就還好。

姚梅齡：灌腸方裏面有什麼藥？

劉禹翔：有附子，桂枝，大黃，虎杖，厚樸，枳實。方子我用的是大承氣湯，但

藥房沒有芒硝的顆粒劑，所以沒有用芒硝。

姚梅齡：你們是哪里來支援的醫生？

陳生：來支援的都是深圳市中醫院的醫生，王剛跟劉禹翔是急診科的，喻敏鳳是



兒科的。

劉禹翔：我參加過兩次姚老辦的脈學班，何老師還帶過我們查房，學習了脈診後

對於我們急診科診斷重症的幫助很大。

姚梅齡：對的，脈診是可以把握病人的生死關。我現在有一個疑問，難道此次

的新型冠狀病毒主要以濕邪為主，那麼這個發燒就要 5~6 天才能退嗎？

劉禹翔：是這樣的，其實現在退燒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病人如果病重就會上激素，

有時候我們中藥上一兩劑也能退燒，但這次病毒引起的發燒不是重點，而是病人

默默的就發展成重症，這才是最可怕的，他可以前幾天什麼症狀都沒有，幾天後

肺部就出問題了。

姚梅齡：那我請教個問題，你估計這個沒有症狀的突然惡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機

理，或是通過哪一經？怎麼樣惡化的？

劉禹翔：我覺得濕邪還是最重要的，而且主要走肺經，其實病人最重的表現並不

是腹瀉，我們發現病人如果從中焦走的很難形成重症，但如果一開始默默從肺走

就很可能成為重症，而且寒濕的不容易成重症，反而濕熱的容易形成重症，當燥

熱跟濕同時出現後，病情就更容易進展。

姚梅齡：那就更網上講的“濕閉肺”這樣的嗎？

劉禹翔：是的，而且有燥熱。

姚梅齡：那肺氣呢？濕閉肺是邪氣閉肺屬於實證，那肺氣虛嗎？肺氣會脫嗎？

脾胃之氣大虛嗎？心氣大虛嗎？有虛象嗎？

劉禹翔：有虛象。

姚梅齡：虛是哪經的虛呢？

劉禹翔：有個體差異，素體脾胃比較弱的，右關脈可以出現軟弱或濡。

姚梅齡：哦！那就是濕中挾虛，濕閉肺的同時氣也很虛，肺、脾、胃的氣都很

虛，通過這樣變重症的是嗎？

劉禹翔：是的。姚梅齡：我沒有經驗所以請教你們，謝謝哦！

劉禹翔：老師您主要是還沒看過太多的病人，而我們只是看的多一點。

姚梅齡：這點很重要，所以現在我不敢發言，因為我沒有實踐經驗，只看了十

幾號病人算什麼呢，所以我再三要求進病房看這些重症病人。

劉禹翔：我觀察到一個現象，我 1月 30 日第一天進病房時，觀察這些病人都是



比較輕的，大部分表現出來的就是寒濕，特別以脾濕為主，當下覺得仝院士說的

有道理，但第二天進入重症區時情況就完全不一樣，證候屬寒濕的非常少，所以

我認為要分期、分輕重來分證候，並不全都是寒濕。

姚梅齡：哦！濕熱比寒濕多，至少在深圳濕熱的多。

劉禹翔：是的，有點像熊繼柏熊老講的那樣，特別重症患者。

陳生：重症患者我幾乎都看過了，發現極個別患者才有微微怕冷的感覺，基本沒

有惡寒，只有一點乾咳，口幹口苦，不欲飲水，高熱很少，多半低熱 38 度左右，

輕證患者過了一段時間會出現腹瀉，但這與西藥的使用有無關系就不好觀察了，

因為克力芝（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片）的副作用百分之八十就是水樣便，有很多輕

證的病人都用。

姚梅齡：我看網上公佈的數據，胸悶的表現只占到 10%，你們有觀察到嗎？

劉禹翔：首發症狀中胸悶的就不多，但重症肺部感染的就多。

陳生：首發症狀有頭痛、乏力、肌肉酸痛，最常見的是乏力。

姚梅齡：唉！我們戴兩層手套，連“手足自溫”都不好摸，還好摸脈影響還不

大，信號衰減的很少，還摸的清楚。那什麼階段、什麼情況陷進血分啊？當然

這指的是血熱，還有一個血瘀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啊？

劉禹翔：重症階段容易陷入血分，也會形成血瘀，一般在中期的時候出現。

姚梅齡：血瘀的症狀主要有哪些？

劉禹翔：脈象出現澀脈，舌質變黯了，肺部幹了、成塊變白了我們也認為是血瘀

的表現，治療上就會加上活血藥，但這在早起炎症滲出時不一定會用。

姚梅齡：那我請教一下，肺纖維化與瘀血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嗎？

劉禹翔：我覺得有，因為他脈絡不通。

姚梅齡：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有肺纖維化嗎？

陳生：有的，有的病人肺部出現條索狀陰影。

姚梅齡：哦，因為我們看到肺纖維化，一個跟寒有關、或跟瘀有關，一個跟濕

痰陷到血分交混，中醫叫做清濁交混，即濕邪陷瘀血裏面濕瘀互結，所謂我請

教你們這幾個問題，第一、這個病有肺纖維化的趨勢嗎？第二、後期都會形成

肺纖維化嗎？第三、肺纖維化跟中醫的瘀血有多大的相關性？

劉禹翔：老師您的問題太難了，暫時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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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生：姚老，您看一下這個患者的肺部 CT 片，這是 2月 13 日的報告。

姚梅齡：哦！這就很典型了。

陳生：還有更典型的，就是呈現蜂窩狀，明顯的纖維化。

劉禹翔：嗯，所以有考慮用千金葦莖湯。

陳生：是的，我看了很多例，早期的 CT 就表現出磨玻璃狀，所以我認為早期治

療就需要脫毒排膿。

姚梅齡：乾咳不行，還需要咳出點內容物出來才行？

陳生：但有些病人沒力氣咳出來，所以剛才劉主任說這個邪氣侵犯肺會比侵犯消

化道的病情來的嚴重，有些腹瀉的病人可以治療兩天也就好了。

姚梅齡：好的，那我想再瞭解一下，這位張姓患者昨天用了多少西藥？

劉禹翔：用了很多西藥，輸的血漿、白蛋白、球蛋白等支持才能存活這麼久，其

實我們中醫來看已經希望不大了，這才是自然的規律，目前這種狀態是在跟自然

拼搏，但我們學習中醫都是要順其自然的。

姚梅齡：對對對！是這樣，人為因素過多干預，他已經不自然了。我看看現在

用了多少西藥？

何秉儒：這是 2月 14 日，今天的醫囑。

姚梅齡：哎呦！醫囑真多啊！他今天檢查的病毒核酸檢測是否還是陽性？他一

直持續陽性嗎？

劉禹翔：不，他很早就轉陰了，轉陰了有十天以上了。

姚梅齡：哦！醫囑裏面還有用抗黴菌的藥。

劉禹翔：對！現在什麼菌都有。前兩天還考慮有敗血症。

姚梅齡：瑞芬太尼是鎮靜劑嗎？維庫溴銨也是鎮靜的嗎？右美托咪定呢？

陳生：是的，好幾種藥都是鎮靜用，還有肌松。

姚梅齡：肝素也用了？抗凝劑也用了？

陳生：是的，上 ECMO 都要用，靜脈封管也要用。

姚梅齡：那為什麼要查這麼多次病毒核酸檢測呢？

陳生：因為他需要做基因分型等等，所以要做很多次，在患者還沒有痊癒前天天

都要做，因為要看這個病毒量，檢測並不是為了排除陽性。

姚梅齡：那我再看看 14 號以前的醫囑。



何秉儒：在這裏，有葡萄糖酸鈣，還有胰島素......。

姚梅齡：為什麼要用胰島素啊？血糖高嗎？

劉禹翔：是的，血糖高。

何秉儒：那他激素還用著？

劉禹翔：是的，病情複雜，沒有辦法。

姚梅齡：嗯，矛盾用藥啊！利多卡因還用著，還有凍幹人血漿。後面就是檢查

單，有血常規、肝功能、腎功能、超敏 C 反應蛋白，還測了白介素啊！

何秉儒：基本上都是全查的。

姚梅齡：我請教一下，這個我不懂，T淋巴細胞亞群六項是檢測什麼的？

劉禹翔：這是檢測他的免疫狀態、免疫功能。

姚梅齡：它有一個是 T 細胞、B 細胞，那就是免疫球蛋白 IgA、IgG，這些都查

嗎？

陳生：那是體液免疫，這是細胞免疫。姚梅齡：哦！它是 T細胞免疫，大概知道

了。他治療的醫囑倒不十分繁瑣，但檢查的專案不少，整個液體的輸入大概就

是一兩百毫升。

何秉儒：姚老，這個我們要干預估計比較困難了。

姚梅齡：對啊！他跟泰山壓頂一樣的。

何秉儒：劉主任，你們的中藥處方看的到嗎？

劉禹翔：這是昨天我開的處方，還請老師們指教。

何秉儒：附片 20g、西洋參 30g、幹薑 10g、桂枝 10g、茯苓 20g、炙甘草 15g、

山萸肉 20g、虎杖 15g、大黃 10g、生地黃 15g、牡丹皮 10g。

姚梅齡：這是煎劑還是顆粒劑？

劉禹翔：這是水煎劑。我現在只能是一個大概的用藥，細微肯定不足，希望老師

指教。

姚梅齡：不不不！你已經夠有魄力了，寒熱溫涼、攻補都用了嘛！

劉禹翔：他服藥後大便每天都有，狀態就好一點，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暢，

上面的專家也是要求收的病人要大便通順，哪怕稀一點也沒關係，就是不能便秘。

姚梅齡：喉嚨裏面有呼嚕呼嚕的痰響嗎？

劉禹翔：沒有！因為都已經鎮靜跟肌松了，就算有也變沒了，他用機器替代了肺，



讓肺休息了。

姚梅齡：那麼我們用藥的指征就很難觀察了。

陳生：是的！只能通過摸脈，連舌頭都看不了，他俯臥位、插著管時看不到，仰

臥位也只能看到一部分舌象，你不可能把管子拔掉來看。

姚梅齡：哎呀，那我們醫生怎麼當啊！如果我們上北京會診也真要有個思想準

備。

劉禹翔：是的，所以我們用附子只敢用到 20g，怕再用多西醫會認為我們有問題，

一個說過敏，一個說腎功能、肝功能受損，都是中藥的問題。

姚梅齡：唉，那這個人從哪里著手還真一點思路還沒有耶，他這麼泰山壓頂的

西藥，而且好多沒有指征，沒有觀察的體征、症狀。

劉禹翔：西醫不這麼治療不行，因為這個病人是最重的，病情進展太快，不干涉

幾天就變白肺了。

陳生：它病毒傳染是能量守恆，它每傳一個就減弱一點，所以深圳有大部分是輸

入病歷，像這個張姓患者就是，有流行病學史，有從深圳到武漢的旅居史，所以

病重的多半都是去過武漢的，後面再傳染再傳染的病人就輕一點，這個規律已經

觀察到了，一代一代的病毒在削弱，毒王就很嚴重，幾天肺就白掉了。

姚梅齡：我到現在還沒看到有病死的患者獻出遺體，遺體解剖白肺的病理基礎

是什麼？是炎症、還是纖維化？

劉禹翔：他早起應該是滲出為主的，我是這樣想，普通病毒或是腺病毒等，有時

也可以兩三天出現大白肺，跟新冠的死因差不多，所以病毒在攻擊肺部產生的肺

炎，它們的機理應該都差不多，只是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性比較強而已。

姚梅齡：那有沒有形成白肺後，慢慢吃著藥就消散的呢？

劉禹翔：可以，但需要時間，但我們觀察幾個老年病人，後期殘留的白肺消散不

了，就形成了肺纖維化。

姚梅齡：那你們消散用些什麼藥？還是各種辨證論治呢？

陳生：主要是辨證論治，脫毒排膿、補氣、活血化瘀這幾個方面來考慮。

劉禹翔：我治療過一個這樣的病人，初期 CT 顯示的是磨玻璃樣，後面逐漸轉為

白肺，治療後明顯吸收好轉。

何秉儒：它不從支氣管開始，它從肺的邊緣發展。



劉禹翔：我們現在考慮它不是從氣管開始的，而是從間質裏面。所有他不咳痰，

甚至不咳嗽，從間質裏面直接滲出炎症，而不從肺泡裏面發展。

何秉儒：姚老，它似乎不走衛分、氣分，而直接走肺絡、體內的營分來入到血分

的病變。

姚梅齡：唉，現在也就只有看脈象了。陳主任，我再請教一下，你們看到的“濕”

我懂一點，那麼“水”很重嗎？水飲上泛的重嗎？比如躺不平、咳的不得了（咳

逆倚息不得臥）。

陳生：沒有，咳嗽的症狀很輕。初期病人低熱、咳也不厲害，還有乏力，所以很

多病人沒有就診的原因就在這裏，症狀很輕微，有的病人其實肺部已經侵犯，但

他一點症狀也沒有，做了 CT 才發現肺上好多片，所以武漢已經在改診斷指標了，

必須以 CT 為准，很多病毒檢測都是假陽性、假陰性，測不准的，因為試劑盒是

短時間開發的，穩不穩定不知道，而且還要考慮取標本的人，有時候取的標本不

合格又要重取，可是人太多，有時候檢驗科做標本的人都要熬夜到 2點才能發結

果。

姚梅齡：很忙很忙，群體事件。

陳生：剛開始我也觀察了，有些醫生建議初期用宣肺的方子，但《瘟疫論》有記

載像這樣的瘟疫就儘量不要去宣肺，儘量走下，溫病的方子都注重邪有出路，要

通大便、利小便，很少用麻黃，哪怕用了麻黃也要用石膏，確實我看診的時候是

這樣，宣肺之後他不一定好，我就用藿樸夏苓湯，裏面的茯苓、澤瀉、豬苓就是

來利小便的，藥多的時候我就用車前子來替代，中後期如果有咳嗽，才用點宣肺，

並且要保持大小便通暢，讓邪氣的出路多一點。

姚梅齡：他就平息了，那平息的時間快嗎？要兩三天、三五天、一周？

陳生：燒是退的很快，但後面還有很多症狀，例如乏力就需要比較長時間緩解。

姚梅齡：所以我們是來學習的，沒有實踐怎麼會認識、怎麼會有發言權呢！

李曉良：這次的疫情用中醫來看是很有特點的，我覺得中醫的辨證與辨病還是要

區分的，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完全可以以辨病為主，但也要辨證，第一它有

明確的季節性，第二它的症狀基本相似，乏力為主，舌質都是偏暗紅，苔白膩，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脈滑偏實有力，很少見到細脈，而且不一定脈數，反而要

到恢復期才會脈數，有的發燒有的不發燒，輕證的胸悶很少，體征主要根據西醫



檢查，例如胸片有陰影，白細胞正常，淋巴細胞偏低；而我看到恢復期的病人，

原本舌苔是白的，後面就變黃了，脈象轉數，就提示這個病快好了，我分析這是

由陰轉陽的過程。

姚梅齡：那有些脈數是熱邪抬頭嗎？

陳生：有的，雖然大多病人是濕邪困脾，但有的病人一開始乏力就不是太重，反

而是濕邪鬱熱，這時不建議太過於健脾，而要芳香化濕，治療後查房，這些病人

會說想吃飯了，這就提示胃氣複了。

李曉良：濕一化掉，熱也去掉了。

陳生：所以這次有很多病人用純中醫就可以治好了。

姚梅齡：哦！我估計陳主任您接觸這個病已經有二十多天，那麼我請教各位，

如果開一個獨立的中醫為主的病房，甚至所謂的純中醫，諸位敢接手嗎？

陳生、

李曉良：肯定可以！

姚梅齡：哈哈，可以哦！你們都有這個信心，還可能轉重症的會比西醫來的少。

陳生：剛剛我也接到電話，國家局也找了李光熙組建中醫團隊到武漢，希望讓我

過去，但我暫時去不了。姚梅齡：那你們經驗豐富，我再請教你，因為我跟小何

都有這個疑問，我們在網上看到武漢有些住院病號講冷的發抖，是不是因為天

冷只有零度，但又沒有暖氣、不敢開空調，而且名義上說有電熱毯，可惜床頭

沒有插座，所以睡到半夜冷的發抖，一輩子都沒有這麼冷過，我們懷疑武漢疫

情之所以這麼凶，可能跟“冷”有關，陰冷，所謂陰證，而且還不能用中央空

調，其實如果是單體空調就沒多大問題嘛！

陳生：是的，病房一定要用單體空調，多少年前我們院呼吸科裝修我就要求要單

體空調。

姚梅齡：對對對！那麼這樣一冷就會感冒，我們一冷了連感冒病毒都容易感染，

難道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我們冷了就不容易感染嗎？哪有這個道理呢！所以疫情

控制不住，我有點懷疑這個問題。

陳生：所以仝小林院士認為是寒濕疫，他當時看了一些剛發病的，這種以濕為主

的溫病，也可以突然有一個寒，但很快就能緩解。

姚梅齡：因風寒誘發的也好、伏氣風寒的也好，但我們深圳這裏的氣候又不一



樣了，反而濕熱蘊蒸的多，環境使然也。所以我們就想做純中醫的對照，科學

也需要嘛！

陳生：但其實這場瘟疫來了說句良心話，百分之八九十功勞是西醫的，因為從人

數上中醫就比西醫少一大堆，醫院的規模也比西醫小，參與的醫生大部分都是西

醫，所以主要功勞是西醫的，我們中醫可以協助，但沒有這麼多人，而且那些急

危重症沒有西醫的呼吸機，中藥真的來不及，除非中醫在早期截斷，否則就來不

及，所以目前中醫的專家都不進 ICU 的，一般都是看輕中重症，而不看危重症。

姚梅齡：江西也把撫生醫院立為定點醫院，但左校長說目前病人少不好意思叫

您回來，我就說如果病人多呢？你還不要我嗎？呵呵！所以現在我一直爭取去

看這些重病號，就可以有多點發言權，不了解哪里還敢發聲，沒有依據啊！所

以我都到處打聽學習，有點想中醫能夠救一個算一個吧！

陳生：姚老，如果天氣要是好一點，太陽一出來，這個疫病就好辦了。

姚梅齡：應該是這樣，我也是這麼想，好像有一種陰濕之毒一樣。

李曉良：好像 SARS 一樣，要到春分 3月 21 號過後就好辦。

姚梅齡：但我們深圳是 2月 16 日又要轉成陰冷的雨天，那就糟了。你們真不容

易，向你們致敬。

劉健：這個病人我看就是李可的破格救心湯證，他一個是脈微細，一個是出血，

西醫來講就是 DIC（彌散性血管內凝血），他的嘴角都是滲著淡紅色的血，陽氣

已經懸於一線，所以我覺得要用破格救心湯，而且這種病用藥頻率要高一點，也

就是可以用到 6次藥，頻頻不拘時服，陽氣回來才能活，陽氣不回這個病人就不

行了，現在都有點脫的感覺，但他腹部是軟的，也沒有腸脹氣，所以他沒有陽明

腑實證。

姚梅齡：我完全同意劉主任的意見，就按照他的方法治療。

陳生：姚老，我們再看下一個病人，朱姓患者，67 歲。

劉禹翔：她有腹脹。陳生：我們是予以灌腸，排出了三千多，但仍然腹脹。

劉禹翔：我認為她裏面是水，屬於大陷胸證，但藥房沒有甘遂，光用大黃解決不

了。

陳生：她裏面有腹水嗎？

劉禹翔：嗯，整個胸腹都是滿的，突然之間滿出來的，而且這幾天大便都通暢，



但腹脹並沒有減輕，由此鑒別肯定是水濕，並不是承氣湯適應的腑實證。

姚梅齡：現在他呼吸還好？是被動呼吸？

陳生：全部都是呼吸機替代，鎮靜也用了，體溫是 ECMO 控制的 37 度，而且他

做了透析，因為他的腎功能也不好，是先上了透析，後上的 ECMO。

姚梅齡：肌酐多高？

陳生：透析了肌酐就不高了，但她有腎衰，始終無尿。姚老，已經跟裏面聯繫上

了，可以開始視頻會診了，這是王剛醫生。

姚梅齡：王主任，你好，看一下病人，謝謝！

王剛：姚老你好，看一下這個病人的腹部，腹部是脹大的。

姚梅齡：那麼肚子是軟的還是硬的？

王剛：硬的！比較硬。

姚梅齡：肚子裏有類似於西醫講的“氣過水音”咕嚕嚕的腸鳴音嗎？

王剛：不會！而且脈象是很微細的脈。

姚梅齡：脈是微細欲厥啊？

王剛：左手脈微欲厥，右手已經置管了摸不到。

陳生：這個脈象也會受影響，因為動脈血氣分析一天要查好幾次，連寸口的皮膚

都是發紫的。

姚梅齡：那麼脈沉嗎？脈微細欲厥應該會很沉的。

王剛：姚老，我們出來再跟您說吧，因為我們不方便在病房裏面大聲說話。

姚梅齡：好的，舌頭看不見是吧？何秉儒：是的，插了管。

陳生：這個病人初期我看的時候，舌苔厚膩、舌質黯，四肢冰涼需用保溫袋來給

他保溫的，但是用了 ECMO 後四肢就不需要保溫袋了，機器調溫後四肢就暖和

了。

劉健：我講點我的意見，患者姓朱，63 歲的男性，當時看了他的脈微細的幾乎

摸不到，用了鎮靜，用了很多血管活性藥、升壓藥維持血壓，肚子很脹，叩診鼓

音，大便不通，上了呼吸機維持通氣，我的判斷是少陰陽明合病，那麼這個病人

前期灌腸通了大便，但其實我們知道灌腸通大便是有限的，因為我們腸道的結構

是升結腸、橫結腸、乙狀結腸再到直腸，灌腸只能到以下的部分，而上面還有很

多宿便出不了的，只要大便出不來，病人的感染就很難控制，所以我個人意見供



姚老參考，我建議用四逆湯合大承氣湯加減。

陳生：他之前四逆湯用了很多次。

劉健：他大便要通，否則這個病人就生命危險了，他這個腸脹氣，橫膈也下不來，

因為腹壓升高橫膈就上移，那麼呼吸就很困難，一定要腸道通才行。

陳生：其實在 ICU，予以灌腸通便，再用補液，電解質應該很快就能糾正過來了。

姚梅齡：我冒昧的問一句，我估計他肚子也是軟的，只是敲起來有脹氣嗎？

劉健：是的。

姚梅齡：那他的神志清楚嗎？

陳生：這個看不出來，都已經全部鎮靜了。

姚梅齡：哦，呵呵！我的意思就是他這樣的虛弱，應該仿新加黃龍湯一樣，還

有仿張仲景的厚樸薑夏草參湯的虛脹，這是虛的閉結，您用大承氣湯、小承氣

湯我倒不反對，但要加點人參，也就是四逆湯再合參附湯，因為這個脹是有虛

脹的成分在，我就是這一點意見，供各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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