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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病机、合理用药，取得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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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已成为 

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们研究发现，张 

仲 景在《金 匮要略 ·肺 痿肺 痈 咳嗽 上气 

脉证治第七》 中有关“肺痿”的内容基 

本符合现代医学有关肺癌的论述，而且 

在此基 础上有 所发展 ，临床 上很有 指 导 

价值 。因此 ，在积极防治肺癌 中继 承和发 

挥中医在治疗肺癌急症方面标本兼治的 

作用显得非常重要。现就肺癌诊治过程 

中辨证论治的经验总结如下。 

1 发热 

约有 30．9％的肺癌患者以发热为 

首发症状 。临床上将肺癌发热分为感 

受外邪和阴虚痰热两种证型。 

1．1 感受外邪证：以“咳而脉浮”为特 

征，主要症状有恶寒发热，咳嗽气急，喘 

息胸痛 ，舌质红，苔薄白，脉浮数。证属外 

寒里热；急则治其标，法当解表寒、清里 

热、降肺气。主方：厚朴麻黄汤。药用：厚 

朴 12 g，麻 黄 8 g，石膏 20 g，半夏 12 g， 

杏仁 12 g，干姜 6 g，细辛 5 g，小麦 30 g， 

五味子 10 g。 

1．2 阴虚痰热证：主要症状有发热，气 

急，咳嗽，痰黄，喉中痰鸣，口咽干燥，胸 

闷 ，甚 至连续 咳喘 ，痰黏难 出，涕泣俱 下 ， 

胸痛，舌红苔黄或黄腻，脉滑数。治宜清 

肺降气，化痰利咽。主方：射干麻黄汤加 

味。药用：射干 12 g，麻黄 10 g，细辛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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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昧 子 10 g，半 夏 12 g，生 姜 6 g，紫 菀 

12 g，冬 花 12 g，大枣 10 g，鱼腥草 30 g， 

白花蛇舌草 30 g，黄芩 12 g，栝楼 15 g。 

2 咯血 

肺癌 出现 咯血 或血痰 。是 由肿瘤 组 

织破溃所致 ，一般为痰中带血丝或血块 

等，大量咯血少见，约有 18．9 oA的肺癌 

患者以咯血为首发症状 。临床表现多 

伴有咳嗽 ，咽喉不利，浊唾涎沫，气急，胸 

痛，舌红而干，苔少或花剥，脉虚数。证属 

阴虚内热 ，损伤肺络 ，痰浊上泛 。治宜 滋 

阴清肺，凉血止血，化痰降气。代表方剂： 

麦门冬汤加味。药用：麦门冬 12 g，红参 

12 g，半 夏 12 g，海浮石 20 g，白英 30 g， 

百合 12 g，元参 12 g，JII贝母 10 g，白芍 

12 g，甘草 8 g，藕节 12 g，仙鹤草 30 g， 

地榆 30 g，生地 30 g。 

3 气 急 

气急也称气短，张仲景称为“上气”， 

在《金匮要略 ·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脉证 

治第七》中 5次提到这个症状 。这可能是 

由于肿瘤沿支气管壁浸润生长，造成广 

泛狭窄，以致产生通气不良所致。晚期淋 

巴结转移压迫大支气管或隆突，弥漫型 

肺泡癌、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等均可引起 

气短。约 12．8 的肺癌患者以气急为首 

发症状 。临床分为顽痰壅滞、胸中积水 

和肾不纳气 3种证型 。 

3．1 顽痰壅滞证：多见于疾病早期，素 

体偏阳虚者易见。临床主要表现为咳嗽， 

气急，短气不足以息 ，痰稠而多甚至胶黏 

成条，不能平卧，失眠，舌质暗淡，苔厚， 

脉滑。治宜温阳益气，化痰降气。主方：桂 

枝汤去芍药加皂荚汤化裁。药用 ：桂枝 

12 g，生姜 10 g，大枣 10 g，甘 草 10 g，皂 

荚 5 g，白芥 子 12 g，苏 子 12 g，桔 梗 

12 g，海 浮石 30 g，杏仁 12 g。 

3．2 胸中积水证 ：多见于疾病中晚期 ， 

胸 腔积液增长较快 ，甚至随抽随生 。证见 

胸闷胀满，气急，喘咳身肿，体力不支，舌 

体胖大，舌质红，脉沉。治宜泻肺行水，扶 

助正气 。主方 ：泽漆 汤加味 。药用 ：泽漆 

30 g，拳参 12 g，葶苈子 20 g，大枣 10 g， 

人 参 12 g，半 夏 12 g，白前 12 g，桂 枝 

12 g，黄芩 12 g，甘 草 3 g。 

3。3 肾 不纳气证 ：由于 久病 及肾 ，肾不 

纳气所致，临床表现为咳嗽喘满，短气不 

足 以息 ，甚至张 口抬肩 ，虚汗不止 ，失音 ， 

舌体淡胖，脉浮而虚。治当补肺肾，定喘 

嗽。方用人参蛤蚧散。药用：人参 12 g， 

蛤蚧 1对，茯苓 12 g，桑 白皮 10 g，杏仁 

12 g，JII贝母 12 g，知母 10 g，甘草 10 g。 

我们在恶性肿瘤尤其是肺癌的临床 

实践中体会到，传统中医方法特别是经 

方的正确应用是治疗急危重症非常重要 

的方面，辨证论治、各药之间的配伍充分 

发挥了中药的整体作用，中医急诊所崇 

尚的扬长避短，立足突出疗效和保持中 

医急诊行色。 ，已融人了现代急救医学 

体系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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