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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诊寻因一～ 1例脑卒中患者引发的临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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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诊是医生用视觉观察患者神色、 

形态、局部表现、舌象、分泌物和排泄物 

色质的异常变化来诊察病情，判断病位、 

病性、病势的一种重要手段“ 。传统中医 

学 四诊(望、闻、问、切)和现代医学四诊 

(望、触、叩、听)都把望诊放在首位，除反 

映获取信息顺序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 

望诊在 医学诊断中所处 的重要地位 。 

人体外部的征象与五脏六腑的变化 

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舌象、面象的变 

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灵枢 ·邪气脏腑 

病形篇 》就有 “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 

络，其血气皆上于面”的记载；《难经》有 

“望而知之谓之神”之说；《灵枢 ·本脏 

篇 》亦云：“视其外应，以知其 内藏，则知 

所病矣。”脏腑气血皆上荣于面，面象的 

变 化可反映脏腑 的病证和 疾病的性质 ， 

通过面象的变化，可以了解气血的盛衰 

和疾病 的发展变化。《临症验 舌法 》中指 

出，“凡内外杂证，亦无一不呈其形，著其 

色于舌”；《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也多 

次描写了扁鹊通过望诊断病的事例。 。 

舌通过经络与五脏相连，因此人体脏腑、 

气 血、津 液的 虚实 ，疾 病 的深浅 轻重 变 

化，都有可能客观地反映于舌象，通过望 

舌 也可 以 了解脏腑 的虚实 和病 邪 的性 

质、轻重与变化。这些都说明面象、舌象 

可 以非常灵敏且客观地反映机体正气盛 

衰、病位深浅、病邪性质、病势进退，通过 

仔 细望诊可 以推 断疾病 的转 归和预后 。 

下面就一临床病例浅谈望诊体会。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76岁，退休 职员，主 因 

“突发左侧肢体无力 1 d余”人院。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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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常感剑突下及右上腹隐隐作痛，绵 

绵不休，伴腹胀、纳呆、体倦乏力，近 3个 

月来体重下降，平素喜温怕凉，四末不 

温，小便清长，大便不爽，并有高血压、冠 

心病史。查体：意识清楚，语言流利 ，精神 

尚可，左侧中枢性面、舌瘫 ，身体赢瘦 ，面 

色萎黄少华，口唇暗紫，口周皮肤干瘪而 

薄，皱褶隆起，色青黄；舌苔黄燥且分布 

不均 ，右半边及后部舌苔较厚 ，舌中可见 

一 纵行 裂纹 ，舌质 暗红 ，舌下络 脉瘀 曲。 

左侧上、下肢肌力 3级，左侧巴彬斯基征 

阳性。颅脑 CT示 ：右顶 叶脑梗死 ，双侧 

小脑、丘脑、基底节及侧脑室旁腔隙性脑 

梗死 ，脑 白质变性。图 1示患者 口周皮肤 

皱褶 ，与额纹 、眼角纹、面纹差异明显 。图 

2示患者舌象。图3示患者腹部CT断层 

扫描示：胰尾部囊性占位性病变，囊腺癌 

可 能性大 ，伴腹膜后 淋巴结转移 (长粗箭 

头 示)；肝脏多 发低密度 影 ，转 移癌 可能 

性大 (长细箭头示 )；脾脏 、左 肾受侵可能 

性大 (短粗箭头示 )。 

图 1 患者 12周皮肤皱褶 

图2 患者舌象示苔黄厚，舌中有纵行裂纹 

图 3 患者腰部 CT断层扫描 

2 讨 论 

脑 血管病属 中医“中风 ”范 畴 ，多 由 

脾肾气虚、痰浊内阻，或肝肾阴虚、肝风 

内动，或情 志抑郁 、经脉 失和 ，或气血虚 

弱 、血行 不畅引起 。无论是哪一证 型的 

脑卒中，都有特定的病理基础和相关的 

临床表现，均可通过面象及舌象反映出 

来。本例患者以突发左侧肢体无力 1 d 

余为主诉住院，根据患者病史特点、阳性 

体征、影像学检查结果，其脑卒中诊断明 

确。追问患者平素喜温怕凉、四末不温、 

腹痛隐隐、绵绵不休，伴腹胀、纳呆、体倦 

乏力，小便清长，大便不爽，患者面部少 

华，口唇暗紫，口周皮肤干瘪而薄，皱褶 

隆起，色青黄。根据中医五脏五色学说， 

脾居中焦，开窍于 口，其华在唇，主运化 

水谷，输布精微而藏营，为气血生化之 

源；脾主肌肉兼养四肢，其运化功能正常 

与否可直接通过 口唇表现 出来，故有 

“唇为脾官”之说，可知病位应在于脾(中 

焦)。患者口周皮肤色青黄，干瘪而薄，皱 

褶隆起，与面部其他部位差异明显，又有 

大肉下陷，体重下降，非脑卒中常见表 

现，疑腹中另有他病。 

腹部 B超、腹部 CT增强扫描显示 

胰尾部囊性占位性病变，考虑囊腺癌并 

脾脏、左肾受侵可能性大；肝脏多发低密 

度影，转移癌可能性大，腹膜后淋巴结转 

移。静脉血肿瘤标志物示：肿瘤相关抗原 

72—4(cA72—4)140．70 mg／L(正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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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值为 O～6．9 mg／L)，非小细胞肺癌抗 

原 21—1(CYFRA21—1)15．52 mg／L 

(正常参考值为 0．10～3．30 mg／L)，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19．77 mg／L(正常 

参考值为 0～16．30 mg／L)，癌胚抗原 

(CEA)38．5 mg／L(正 常 参 考 值 为 

0．001～5．0 mg／L)，肿 瘤糖 类抗 原 153 

(cA153)30．9 ku／I (正 常 参 考 值 为 

0．001～35．0 ku／L)，肿瘤糖类抗原 199 

(cA199)7．6 ku／L(正 常 参 考 值 为 

0．001～ 37．0 kU／L)，肿 瘤 糖 类 抗 原 

125(cA125)365 ku／L(正常参 考值为 

0．001～35 kU／L)，胰腺癌诊断基本成立。 

胰腺癌 是消化 系统、肿瘤 中发病率 

较低、恶性度较高、进展快、预后差的肿 

瘤，早期诊断对治疗和预后有着决定性 

意义。由于胰腺的解剖位置较深，癌变时 

早期症状既不明显又不特异，胰腺癌一 

旦发现多属晚期，对放疗、化疗亦不敏 

感，在症状出现后平均生存期约为 1年， 

胰腺癌手术切除率及术后 1年生存率极 

低，分别为 5 ～1oH和<5％，5年生存 

率为 5 。目前，胰腺癌已被国际医学界 

列为“21世纪医学顽固堡垒”，成为当今 

名副其实的“癌中之王 。 

先哲有言 ，“有诸 内必形诸外 ”。望诊 

之“察言观色”正是传统医学的主要内涵 

之一，是传统医学辨证施治的重要依据。 

就该病例而言，根据其病史、体征、实验 

室检查，脑卒中诊断已明确，但其特殊 

“面容 ”并 非脑 卒中所特有 ，因此 ，需全 面 

考虑 。 

中医望诊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 

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并被临床证实客观准 

确的经验医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我 

们应当把这一宝贵的遗产很好地继承下 

来，并在实践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 

法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使之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尤其在我国目前医疗检查费 

用相对昂贵的情况下，能较好地实施望 

诊，司外揣内，得到疾病的总体认识，可 

为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有力证据，这 

对于节约医疗资源，减轻患者医疗负担， 

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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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为中药红参、麦冬提取 

物，呈微黄色至淡棕色的澄明液体，有效 

成分有人参皂苷、麦冬皂苷、麦冬黄酮， 

以及微量人参多糖和麦冬多糖，具有益 

气 固脱、养阴生津、生脉之功效，且有抗 

心律失常、抗休克、调节机体免疫力等多 

种临床作用。参麦注射液常被用于治疗 

气阴两虚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 

炎、慢性 肺心病等，其药 物 不 良反应 

(ADR)以静脉使用过程 中的过敏反应 

为主。本院曾发生1例因静脉滴注(静滴) 

参麦注射液致过敏反应者，报告如下。 

1 病历简介 

患者女性，48岁。因发作性心前区 

疼痛伴心慌、乏力 1周就诊 ，以冠心病、 

作者简介：张在晨(1954一)，男(汉族)， 

内蒙古自治区人，主任医师。 

心绞痛收住院。患者入院后血压 140／ 

100 mm Hg(1 mm Hg一0．133 kPa)，第 

一 心音减弱，主动脉瓣区第二心音亢进。 

腹软、无压痛，肝、脾不肿大。心电图V5、 

V6导联 ST段下移，T波低平。诊断：高 

血压病 2级，冠心病、心绞痛。口服寿比 

山，每日1片；参麦注射液 6O m1加入质 

量分数为 5 的葡萄糖液 中静脉滴 注 

(静滴)。当静滴约 2 min时，患者出现心 

慌加重、胸闷、气短、恶心、头晕；心率 

116次／min，血压 90／50 mm Hg，呼 吸频 

率 32次／min。诊断：参麦注射液静滴致 

过敏反应。处理过程：立即停止静滴参麦 

注射液 ，吸氧，肌 内注射非那根 50 mg、 

地 塞米松 6 mg，20 min后症 状缓 解 ，血 

压 110／70 mm Hg，胸 闷、气 短 消 失 ， 

30 min后恢复。 

· 病 例 报 告 · 

2 讨 论 

参麦注射液的常用剂量为每次静滴 

1O～6O m1，用 5 的葡萄糖液 250～ 

500 ml稀释后应用。此例患者在静滴参 

麦 注射液 约 2 min即出现心 慌加 重、胸 

闷、气短、恶心、头晕、血压下降，停药及 

对症处理即恢复，属参麦注射液静滴致 

过敏反应。由于参脉注射液 ADR发生 

率低，难以预测，ADR发生较为严重。因 

此要求医务人员使用参麦注射液前应询 

问患者有无过敏史、如属过敏体质或对 

此药有过敏史的患者应慎用。在使用参 

麦注射液时应密切观察输液过程中患者 

的变化，如出现 ADR应立即停药并进 

行相庆 的治疗 ，以防 ADR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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