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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今醫案按》作者是清代著名醫家俞震，本書通過豐富而較為系統的病案實例，展示了歷代若干著名
醫家的診療經驗與學術思想，為後學研讀與應用醫案樹立了榜樣。由於歷史的局限而存在錯誤觀點，然而
瑕不掩瑜，本書的學術價值絕不會因其不足之處而褪色，相信深入學習與研究，必將提高中醫涵養，促進
中醫醫案學術發展。 

 

[關鍵詞] 《古今醫案按》；學術思想；清代著名醫家；俞震 
《古今醫案按》成書並刊行於清乾隆年間。作者是清代著名醫家俞震。俞震，字東扶，號惺齋，浙江嘉善

人。本書李齡壽序稱「嘉善俞先生震，生乾隆間」，但俞氏在自敘稱本書「爰自甲午冬月為捉筆之始，至戊戌
春月乃得蕆事」，而「時年已七十」。考戊戌為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由此推測俞震當生於清聖祖康熙四十七
年戊子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至於其卒年，尚無資料可據。 

俞氏因體弱多病，師事同邑名醫金鈞，得其真傳。宗仲景之學，采各家之長。臨證經驗豐富，療疾多奇中，
為一代名家。其早年病弱，也成為他「以儒言醫」的重要動因。書中按語的內容與文采皆可佐證俞震諳熟經史
詩文，所以李齡壽稱其「以儒言醫」。 

俞震在《卷四‧血證篇》坦言少時體弱多病，「十四五歲即患夢遺咯血，二十四歲更劇，咳痰必帶血，一月
夢遺十餘次，遂咳嗽夜熱，喉癢火升，顴紅背痛，……憂病畏死，苦不可言。」幸得一友勸閱內典，遂取《楞
嚴經》潛心探索，後又閱《六祖壇經》，「大悟為善之道，則身雖死，性仍不死。乃廣求《感應篇》、《陰騭
文》、《了凡四訓功過格》諸書，實力遵行，竟別有一番境界，頓忘所苦。父母見予形瘠，命媳分房別寢，並
得焚香持誦梵唄，複閱《賢愚因緣經》，見菩薩視身命如敝屣，而畏死之念渙然冰釋，淫欲之夢絕不複作矣。
從此泰然自得，自無惱怒，自不躁急，惟戒煙酒，畏色如蠍，二年而諸病瘳，三年而兒女育。」 

也正因為如此，俞氏在書末《卻病求嗣六要》篇中把積德列為第一位，曰：「積德凡人有病或無嗣，雖由
命數，然積德行仁亦能挽回造化。福善禍淫，天道不爽也。《太上感應篇》、《帝君陰騭文》遵行者，曆有成
驗，故知求壽求嗣，此為最上法門。」從醫學生理學角度固不合科學，但重視德行卻不能不說當屬為人至高之
境界。 

俞氏從醫，先師從同邑名醫金鈞。金鈞，字上陶，號沙南，以醫術聞名。據金鈞著述《素靈廣注》、《湯
頭歌括》、《醫按日抄》所載，其徒不止俞氏一人，而惟俞氏能繼其術，醫名終過其師。俞氏醫術與同郡沈又
彭齊名，兩人且相友善。沈又彭，字堯封、堯峰。因屢試科舉不中，遂轉而攻醫。著有《醫經讀》、《傷寒論
讀》、《沈氏女科輯要》等。 

俞氏習醫始于少年之時。《卷一‧中風》自稱：「幼讀《內經》至九宮八風篇」。《靈樞經‧九宮八風》文義艱澀，醫理深奧，
非 尋 常 可 讀 。 故 可 推 論 俞 氏 習 醫 始 於 早 年 ， 這 也 符 合 古 時 醫 家 通 常 醫 儒 兼 通 之 實 際 。 

俞氏平時喜好搜集研究醫案，並善於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並剖析醫案之所得，終於晚年著成《古
今醫案按》。 

雖然目前對本書的研究並未引起業界應有的重視，但在循證醫學不斷付諸實踐的今天，個案分析和研究的
重要性也越來越受到青睞。本書所記載的眾多古代名家醫案及其學術價值值得進一步整理挖掘。 

本書通過豐富而較為系統的病案實例，展示了歷代若干著名醫家的診療經驗與學術思想，此種寫作風



格，具有鮮明的學術特色，為後學研讀與應用醫案樹立了榜樣。以下就《古今醫案按》的學術思想作
簡要探討。 

 

1 名家薈萃，博而有節 
《古今醫案按》是繼明江瓘《名醫類案》及清代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之後的又一部醫案佳作。書名內所

說的「古」，是指從載於司馬遷《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古代第一部《診籍》開始選案；書名中的「今」，
是截止於清朝中葉與俞氏同一時代的醫家葉天士等人的醫案。「按」是按語的意思。 

全書選案一千零六十餘則，附案四十餘則。所載醫案中，取材于《名醫類案》者，約佔三至四成，取材於
其他醫家著作者，約佔一二成。俞氏對全書的篇幅進行限制，因此，總體醫案數量不到《名醫類案》的一半，
也不到《續名醫類案》的五分之一。 

全書共十卷，涉及科目有內、外、婦、兒各科病症凡一百六十多種。其卷一至卷八為中風、類中、傷風、
傷寒、瘟疫、痢疾、霍亂、眩暈、虛損、七情、痞滿、頭痛、血證等外感和內傷雜病醫案；卷九為經水、崩漏、
帶下、妊娠諸病、惡阻、轉胞、墮胎、難產、產後諸證等婦產科病案；卷十為疥瘡、痱痤、瘤贅、瘰鬁、黴瘡、
胃癰、腸癰、乳瘍等外科及胎毒、胎暈、吐瀉、嗜臥、驚搐、黃疸、疳積等兒科醫案。 

全書非一家之言，非一人之案，而是熔古代眾多大家名宿之醫案於一爐。醫家包括張路玉、李東垣、許叔
微、王肯堂、李時珍、張景岳、薛己、葉天士、吳又可、汪石山、張子和、羅謙甫、李中梓、孫一奎、陳自明、
錢乙、王好古、龐安常、喻嘉言、俞震等六十多位歷代名家。因此，可謂讀此一書即可得眾家之精華。 

醫案還收錄了異國醫事。如：《卷二‧瘟疫》載希波克拉底燃燒大火撲滅瘟疫，拯救雅典。 
俞氏醫學理論淵博，同時十分注重臨床實踐，所入選醫案，大抵俱從實際治療中體現出一個理論問題。這

與明、清期間部分醫者一味空談玄理，炫逞筆墨的不良治學風氣迥然不同，俞氏所推崇的名家如許叔微、李東
垣、朱丹溪、葉天士等概是理論和實踐密切結合的典範。所選醫案有比較嚴格的條件，即確立了選案的「收錄
標準」，如： 

①作者不熟悉的科目不錄，如《卷十‧外科》載：「震於瘍科、幼科，素所未諳，故不敢選。今擇其與內科
有關涉者，略采數條，以作鄰壁之餘光」。 

②沒有新意者不錄，如《卷二‧濕》在《羅謙甫治傷濕》案按語載：「古人治濕病案，殊無高論奇方，故僅
選此條以為辨證處方之模範。」 

③荒誕不稽者不錄，玄虛空談者不錄。 
④俞氏尤其重視脈診，對脈診缺如的常常不錄，即使選錄，仍對沒有脈象記錄而耿耿於懷乃至憤憤不平。

如《古今醫案按‧凡例》曰：「治病所憑在脈，故敘證而兼敘脈者始選之。若不載脈象，但侈治驗，入選奚益？
蓋治病之難，難於識病，識病之難，難於識脈也。」在一些按語中也屢屢以原案不載脈象為憾。俞氏重視脈診，
同時還表現在為醫案做按語時還對脈象進行詳細的分析，個別案例精闢，而沒有脈診者，俞氏則以方測脈，進
行補充發明。 

⑤俞氏充分考慮到醫書的篇幅限制，有的雖然是佳案，但由於篇幅所限，並不盡錄。如《卷一‧傷寒》之《熱
入血室證成血結胸證》案例之按語中載：「仲景《傷寒論》，猶儒書之《大學》、《中庸》也。文詞古奧，理
法精深。自晉迄今，善用其書者，惟許學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醫案數十條，皆有發明，可為後學楷模。惜限
於卷帙，不能全錄。」 

⑥《古今醫案按‧凡例》提及：「近日名醫有年長於我者，有年少於我者，其治奇病著奇驗，必錄之，今並
附入。」此則為書中附案的收錄標準。 

 

2 尊崇實際，反對荒誕 
俞氏本身是臨床家，因此對病案是否客觀真實獨具慧眼。俞氏推崇古代名家醫案，但非盲從，作按分析多



根據具體情況，甚至提出不同的意見。 
如在《卷四‧血證》之《高士宗治半產咳嗽吐血案》的按語中，對「繆仲淳治吐血三訣」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如對繆氏「宜行血，不宜止血」的觀點，云：「繆仲淳治吐血三訣，舉世奉為明訓，實未細繹其義。首條云：
宜行血，不宜止血，固是。然行血之藥，惟有大黃，所謂血以下行為順也。又須看其血證之新久，與失血之多
少而去取之。蓋宜下於妄行之初，不宜下於脫血之後也。今本文不注明行血者何藥，但雲行血則血循經絡，致
近日有多服山羊血而死者，安知不誤於此句？至如血來洶湧，必須止之，古方花蕊石散、十灰散，及童便、墨
汁等，皆欲其止也。止之後，或消或補，尚可緩商。任其吐而不思所以止之，何從求活？特是止血之法，貴於
虛實寒熱辨得明，斯于補瀉溫清拿得穩耳。」 此外還對「宜補肝不宜伐肝，宜降氣不宜降火」也提出的不同的
見解。 

對於古代荒誕不稽的案例，俞氏則直接予以批駁。如《卷一‧中寒》載《吳球治療中寒陰症案》之按語對其
進行批評，曰：「又載吳御醫治富翁中寒，用生附子三枚，重三兩，作一劑。他醫減半進之，病遂已。吳複診
已，知之，曰：何減吾成藥也？吾投三枚，將使活三年，今止活年半耳。後年余，復發而卒。此等邪說，殊不
可信。夫藥以治病，中病即止，太過則變生他病矣。是人服附子枚半，病已愈，則不宜多至三枚也。若必須三
枚，則枚半未能愈其病也。乃雲吾投三枚，使活三年，是以之延年，非以之治病，何不投三十枚，俾活三十年
乎？」 

再如《卷五‧腫脹篇》之《張子和治療腹脹案》記張子和云：「有婦人腹脹如鼓，……口中蟲出，其狀如蛇，
口眼皆具，……二尺許，重幾斤」云云。俞氏按語直斥其「妄言」，予以明確否定。 

 

3 醫案加按，啟迪後學 
《古今醫案按》是明清諸多醫案著作中難得的佳本。所選醫案不但選材精當，而且在原案之後，多融合俞

氏知識所涉與醫學見解予以案評。其目的在於對所錄醫案進行分析，使醫案更具可讀性，以啟迪後學思維，使
之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俞氏言：「多讀醫案，能與醫者治法之『巧』」。 

本書也獲得了歷代大家的高度認可。清代李齡壽在光緒九年對再版《古今醫案按》的序文云：「俞氏有《古
今醫案按》一書，刊後版即毀於火，流傳無多，幾如《廣陵散》矣。……而案每有發明，其圈點處，尤啟發人
意，足以駕江氏書而上之無疑焉。」 

《廣陵散》中國古代音樂史上著名的絕版古琴曲。傳說中為幽靈傳授給晉代嵇康，更與嵇康約定：此曲不
得教人。後嵇康為司馬昭所害，臨死前，嵇康俱不傷感，唯歎惋：「《廣陵散》於今絕矣！」。本處引用此典，
感歎本書十分珍貴，卻幾乎遺失不傳。 

按語形式有：一則一按，或一則多按，或數則一按或數則多按等。這些按語多從病因病機、脈象、病證、
治法、處方、用藥思路及預後等不同側面進行分析，有的則加入自己的學術觀點；或對某一療法進行總結，或
是指出其中的借鑒價值或告誡等，使讀者更加容易理解和領悟所錄醫案。這種系統評按的模式可謂開創了醫案
點評之先河。因此，本書在中醫醫案編寫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按語是該書鮮明的特色，其按語論析切合案例內容，或辨真偽，或別是非，或析異同，或點龍睛，剖析入
微，評論精闢。尤為難能可貴之處，俞氏還經常以自己切身實踐對古典醫案進行印證與剖析。 

如《卷四‧血證》載：高士宗治半產咳嗽吐血案。原高士宗及高鼓峰均主張以溫補療法治療該例，獲得良效。
但後粗工墨守繆仲淳治吐血三訣，改用清肺涼血之劑，結果逾月病大發，大出血而歿。俞氏結合自己臨證經驗
及豐富的理論素養作按云：「況予生平所見，血溢上竅之人，合乎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十居八九；
合乎仁齋所謂陽虛陰必走，及《曹氏必用方》之甘草乾薑湯，趙氏《絳雪丹書》之桂附者，百中一二而已。惟
虛而有火者，清補並用；虛而無火者，氣血兼補；或宜降火，或不宜降火，總無一定之法也。若謂服苦寒藥
必死，則仲景金匱之瀉心湯，不幾為罪之魁哉。」殊為真知灼見。俞氏在《卷六‧夢遺滑精》篇中，對
江篁南、李士材、周慎齋等名家的遺精案進行點評時，云：「向來醫書鹹云：有夢而遺者，責之心火；



無夢而遺者，責之腎虛。二語誠為括要，以予驗之，有夢無夢，皆虛也。」 
俞氏臨床經驗豐富，經常以其本人的醫案印證古人醫案。如《卷一‧傷寒》俞氏在點評傷寒發癍時云：「憶

昔年婁縣小港葉念劬兄，身熱發斑不透，群用提斑藥無效，予見其吐涎不止，手足軟不能動，脈大無力，正合
內傷發斑例，用補中益氣湯而愈。故友孝廉張素安兄尊壺身熱足冷，目腫溏泄，發斑不透，其脈沉細
無力，正合陰症發斑例，用真武湯加人參而愈。」 

 

4 崇尚經典，重視變通 
俞氏對經典的重視，不僅表現在對《傷寒論》一書的高度推崇外；書中還特別注意選錄了傷寒名家之醫案，

如《傷寒論》研究大家、被後世尊稱為經方派代表的許叔微醫案即是一例。 
如： 
《卷一‧傷寒》記載的《熱入血室證成血結胸證》案例之按語中載：「仲景《傷寒論》，猶儒書之《大學》、

《中庸》也。文詞古奧，理法精深。自晉迄今，善用其書者，惟許學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醫案數十條，皆有
發明，可為後學楷模。」《大學》、《中庸》為儒家經典，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在中華文明
史上具有至高地位，被明清時期讀書人奉為圭臬，且為科舉考試命題依據。俞氏將《傷寒論》比作《大學》、
《中庸》，其尊崇之意不言而喻。 

不僅重視經典，更為難得的是，俞氏十分強調經典理論須與臨床實際相結合。如《卷一‧傷寒》記載：俞氏
對清代醫家懷抱奇治療積勞感寒發熱案之按語云：「天地人為三才，醫者鹹知講究。……《內經》有散而寒之，
收而溫之，同病異治之論也。趙養葵曰：太陽之人，雖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欲無度，大便數日一行，
芩、連、梔、檗、硝、黃不知怪；太陰之人，雖暑月不離複衣，飲食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術、姜、桂時不
絕口。此兩等人者，各稟陰陽之一偏，又天令地氣所不能拘，故立方用藥，總貴變通，不獨麻黃一味令人推敲
也。」 

 

5 針藥結合，多法並舉 
針灸結合藥物療法是古代醫家治病的重要手段，但至明清時期，針灸逐漸與中醫大方脈逐漸脫軌，各自形

成不同的專業範疇。俞氏頗為重視針灸，並推崇針、灸、藥結合的治療模式。認為針、灸、藥三者雖有分科，
但缺一不可。《古今醫案按》書中有關針灸醫案收載三十多則，內容涉及刺法、灸法及針藥合用等，並詳加闡
述。反映了俞氏重視針灸的學術取向，也從另一個側面推測到清初醫家對針灸療法的認識和運用。 

如《卷五腫脹篇》載：用膏肓灸法治療「足脛浮腫，腹脹，氣促，不能食而大便利，身重足痿，」及多種
頑疾。按語寫道「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無疾不愈，信不虛也。」指出「古人治病多用針
灸，今則針灸有專家。凡診脈處方者，反以卑術視之，不知處方易而針灸難。蓋切脈與取穴同一難，而取穴之
難，尤難於切脈也。孫真人之言，誠為格言。」 

俞氏還著力收錄了一些灸、針、藥合用的經典醫案。如《卷二‧大頭瘟》所載《羅謙甫治上熱下寒證》：「羅
謙甫治中書右丞姚公茂，……《難經》云：蓄則腫熱，砭射之也。遂于腫上約五十餘刺，其血紫墨如露珠之狀，
頃時腫痛消散。又於氣海中，大艾炷灸百壯，以助下焦陽虛，退其陰寒。次於三裡二穴，灸三七壯，治足胻冷，
亦引導熱氣下行故也。複處一方，名曰既濟解毒湯。」再如《羅謙莆治瘧疾》案：羅謙甫治「王千戶，年四十
五，領兵鎮漣水，此地卑濕，因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至深秋，瘧痢並作，月餘不愈。飲食全減，形羸瘦，仲
冬輿疾歸。」羅診得脈弦而微如蛛絲，身體沉重，手足寒逆，時複麻木，皮膚痂疥如癘之狀，無力以動，心腹
痞滿，嘔逆不止。認為「此皆寒濕為病，久淹，真氣衰弱，形氣不足，病氣亦不足。《針經》云：陰陽皆不足，
針所不為，灸之則宜。」同時，根據《內經》損者益之，勞者溫之理論，及《十劑》補可去弱的理論，「先以
理中湯加附子溫養脾胃，散寒濕；澀可去脫，養臟湯加附子固腸胃，止瀉痢」；至於選穴方面，根據「《經》
云：府會太倉，即中脘也。先灸五七壯，以溫養脾胃之氣，進美飲食；次灸氣海百壯，生髮元氣以榮百脈，充



實肌肉；複灸足三裡，胃之合也，三七壯，引陽氣下交陰分，亦助胃氣；後灸陽輔二七壯，接陽氣，令足脛溫
暖，散清濕之邪。迨月餘，病氣去，神完如初」。俞氏在按語中云：「溫補固澀以治瘧痢虛證，其效猶遲。得
諸灸法，參、附之力加倍矣。遇險病，宜宗之。」 

灸法是針灸療法的重要內容，《靈樞‧官能》載：「針所不為，灸之所宜」。俞氏對針灸療法有明確的個人
觀點。如俞氏認為灸法是治療虛證的重要方法。俞氏在《羅謙甫治虛損案》的按語中，對「運用灸中脘以引清
氣上行，肥腠理；灸氣海生髮元氣，滋榮百脈，長養肌肉；灸足三裡以助胃氣，引氣下行」之法大加讚賞。附
以《柳公度灸氣海治氣短證》案：「柳公度言，予舊多病，常苦氣短，因灸氣海，氣遂不促，自是每歲須一二
次灸，以氣怯故也。」據此，俞氏提出「虛損病用藥難效，莫如用灸」的觀點。 

《內經》將針刺法分為調氣針法和取血針法。刺血法對於急病、熱病、實證可以發汗解表，清熱消腫；對
於慢性雜病具有疏通經絡、祛 生新作用。俞氏對刺血療法甚為推崇，選錄了張子和、李東垣和朱丹溪的刺血
醫案。如：「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
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
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鹹駭其神。 

 

6 講究實效，內病外治 
古代中醫藥療法講究實效，對外治療法也十分重視。俞氏在《古今醫案按》中收錄了用熏浴劑、外用粉劑、

膏劑等治療內科疾病。 
其中，採用熏浴劑進行薰蒸療法在古代頗為常用。熏浴劑是以藥煎湯浸洗局部或全身的浸洗劑，採用熏、

蒸、浴的方式，使藥物之氣從肌腠而入體內，或者使患者通過此種方式接受物理刺激以達到治療目的。俞氏在
全書開篇《中風》第一案便記載了一則用藥物薰蒸療法治中風的案例：「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脈沉而口噤。
允宗曰：口不下藥，宜以湯氣蒸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瘥。遂造黃耆防風湯，煮數十斛，置床下氣如煙霧，
薰蒸之而得語。」 俞氏按語引《內經》所謂：其有形者，漬形以為汗。邪從汗解故得語。《血暈門》載陸嚴大
量紅花湯熏浴治產後血厥；《疝氣門》記載俞嘉言醋熏治寒疝；《脫肛門》載李東垣用糯米湯薰蒸治療脫肛；
《傷寒門》載朱丹溪濃煎椒蔥湯浸浴下體治療老年性陽虛便秘等。通過藥液蒸汽薰蒸，或藥液熏浴，使藥效從
肌腠而達體內，解決病急但不能服藥者之危困。 

粉劑即散劑，散劑吸收快、作用迅速、用量小、易於攜帶，適用於某些急症的治療。外科常用散劑調敷，
治療體表局部病變，如生肌散、金黃散、七厘散等應用廣泛。《傷寒門》載徐文伯治梁武帝屬官範雲外感傷寒：
「先以火煆地，布桃葉，鋪席，置雲其上，頃刻汗出，以溫粉撲之。」《傷寒門》又載盧子由治梁秀才汗出昏
不識人案，以溫粉撲周身，使汗孔收斂，配合人參、生附煎服而愈。溫粉外用治療汗症最早見於《金匱要略‧痰
飲咳嗽病脈正》，後世醫家多以溫粉外用治療外感病汗出陽脫或陽虛汗症。關於溫粉組方，歷代不盡相同。明
代李中梓在《傷寒擴要》記載：白術、槁本、川芎、白芷等分細末，每藥一兩，入米粉三兩製成備用。溫粉外
用治療汗症中的危急症，如大汗亡陽等，有方便快捷、起效迅速等特點，病情穩定後則緩則治其本，辨證調治。
中藥粉劑，配製簡易、價格低廉，具有高效快捷、不良反應少等特點，極具中醫特色的治療方法，值得發揚推廣。 

膏劑分內服和外用兩種。內服者先把配料加水煎熬，濾去渣滓，再加進水、冰糖、蜂蜜等熬成稠厚的膏滋，
如十全大補膏等。內服膏劑多適用於需要長期進補的慢性虛證。外用的則用棉子油或花生油等先將藥物煎熬去
滓，接著再放進黃丹、白蠟等輔料收膏，然後根據需要裝瓶或趁熱平攤在紙或布上，製成膏藥。外用膏劑多適
用於外科瘡瘍或風寒痹痛等病症治療。《傷寒門》載《滑伯仁外用膏藥治療陽虛畏寒證》：「病傷寒，已經汗
下，病去而背獨惡寒，脈細如線，燙熨不應。伯仁以理中湯，加姜、桂、附子，大作服。外以蓽撥、良姜、吳
萸、桂、椒諸品大辛熱藥為末，薑汁調敷滿背，以紙覆之，稍幹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 

目前應用頗為廣泛的三伏灸即是外用膏劑作為治療手段的一種方法。通常以白芥子、延胡索、甘遂、細辛
等比例製成藥粉，生薑汁調勻，製成膏藥，於三伏天敷貼在患者肺俞、定喘、膏肓、中府、膻中等穴位。此外，



本書還收錄了用藥線、酒劑、茶劑及丹劑等外用劑型成功治療內科疾病的案例，均可供借鑒。 
 

7 病情特殊，早夕異治 
《古今醫案按》還選錄了一些因病情特殊而採取早夕異治的案例。如《卷五‧鼓脹》載：「薛立齋治一男，

素不善調攝，唾痰口幹，飲食不美。服化痰行氣之劑，胸滿腹脹，痰涎愈甚；服導痰理脾之劑，肚腹膨脹，二
便不利；服分氣利水之劑，腹大脅痛，不能睡臥；服破血消導之劑，兩足皆腫，脈浮大不及於寸口。朝用《金
匱》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月余，諸證漸退，飲食漸進；再服月餘，自能轉側；又兩月而能步
履。卻服大補湯、還少丹，又半載而康。後稍失調理，其腹仍脹，服前藥即愈。」 

此案，薛立齋認為病機屬於脾腎兩虛，因此採用脾腎雙補之法進行治療。一般來說，一首處方多數可顧及
多種治療方法，但有些患者病情特殊，如本案單純採用化痰行氣、導痰理脾、分氣利水等法，均導致其他不適。
而健脾補腎合方又難免藥物龐雜，薛氏採用朝夕異治法，即朝用《金匱》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
月餘病症改善。這種給藥方法，對於一些病情複雜或特殊者均值得參考。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
閉。」天人相應，人一日陽氣之消長，與日暮變化相關。薛氏在《明醫雜著‧卷四‧風症》中，為此解釋：疾病「朝
寬暮急，屬陰虛；暮寬朝急，屬陽虛；朝暮皆急，陰陽俱虛」。在朝夕異治用藥時，有的屬於朝夕補法，即朝
夕所用藥物皆屬補法，如朝補脾，夕補腎；也有的屬於朝清泄，夕健脾。亦有午前、午後用藥有別，與此類同。
薛氏《明醫雜著》及《內科摘要》載有採用朝夕補法治療中風多個案例。分別為朝服補中益氣湯，晚服地黃
丸；朝用補中益氣湯，晚服八珍湯；朝用補中益氣湯，晚用十全大補湯等。 

本書《卷九‧女科‧經水篇》中也有多個醫案採取這種給藥方式，如：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朝用葶藶丸，
夕用歸脾湯；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等。均取得良好效果，確實可資借鑒。 

 

8 臨證指南，方藥全書 
《古今醫案按》所錄的醫案，涉及臨床各科。多數較為典型，醫案所用處方大多數屬於成方，包括經方與

時方，其數量十分龐大，不僅包括仍廣泛應用至今的名方，也包括一些組方精當，但目前幾近絕跡的藥物處方。
其中更有闡述某些名方的組方思路，如《卷二‧大頭瘟》所選的《李東垣治大頭瘟案》詳細記載了普濟消毒飲的
組方思路：「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
幹口燥，俗雲大頭傷寒，染之多不救。張縣丞患此，醫以承氣湯加藍根下之，稍緩。翌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緩。
終莫能愈，漸至危篤，請東垣視之。乃曰：身半以上，天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為腫，以承
氣瀉胃，是誅伐無過。殊不知適其病所為故。遂用芩、連各五錢，苦寒瀉心肺之火；元參二錢，連翹、板藍根、
馬勃、鼠粘子各一錢，苦辛平，清火散腫消毒；僵蠶七分，清痰利膈；甘草二錢以緩之；桔梗三分以載之，則
諸藥浮而不沉；升麻七分，升氣於右；柴胡五分，升氣于左，清陽升于高巔，則濁邪不得複居其位。經曰：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用人參二錢以補虛，再佐陳皮二錢以利其壅滯之氣，名普濟消毒飲子。若大便秘者，加大
黃共為細末。半用湯調，時時服之；半用蜜丸噙化。且施其方，全活甚眾。」值得熟讀。 

李東垣的普濟消毒飲與羅謙甫的既濟解毒湯都是治療具體案例時所開出的處方，卓有成效而流傳
後世。 

這些案例多出自古代名家之手，但名家用藥，仍多遵經典，所用處方也多為傳世之處方，而經方佔比尤其
為多。 

古代中醫所用藥物又十分廣泛，本書所載藥物，除了常用藥之外，還涉及了一些目前幾乎絕跡的中藥。如
《卷二‧溫熱病》記載人中黃和金汁的應用：「又治鄭墨林室，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
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
連，加葳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再如《卷二‧溫熱病》記載了金汁的應用：「溫熱病之三陰證多死，



不比傷寒。蓋冬不藏精者，東垣所謂腎水內竭，孰為滋養也。惟大劑養陰，佐以清熱，或可救之。養陰如二地、
二冬、阿膠、丹皮、元參、人乳、蔗漿、梨汁，清熱如三黃、石膏、犀角、大青、知母、蘆根、茅根、金汁、
雪水、西瓜、銀花露、絲瓜汁，隨其對證者選用。」《卷五‧七情‧怒》記載人中白的應用：「丹溪治一婦人，年
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上沖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甘草三
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為丸，稍愈，後大吐乃安。複以導痰湯加薑炒
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等等。因此，本書也可視為瞭解古人具體使用方藥的百科全書。 

 

9 結語 
俞氏是清代潛心研學的醫家，其醫學造詣高深，所著《古今醫案按》為中醫醫案之名著。 
研讀本書，在深入體悟與揣摩古代名醫「醫之法」、「法之巧」的過程中，或可使臨證思維得以提升與完

善。因該書以明、清兩季著名醫案作為其主要收錄對象，並且以醫案附按的形式成為本書的突出特色，因此閱
讀該書既是讀案，又是讀按，自然可從中梳理出對中醫理論和臨床實踐具有價值的學術精華，從而能更好地指
導臨證。 

該書還間接地記載了古代中國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一些截面，具有超出醫學範疇的歷史參考價值。然而，
對待任何一部古代著作，既要重視其積極的一面，也要看到由於歷史的局限而存在的錯誤觀點。古代醫案多數
強調的是中醫的症狀或抽象的概念而非中醫的病證，以致有的醫案看了半天，結果仍不能確定系何病證？不過，
這正是古代醫案純中醫思維原汁原味的體現。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需要加以思考與取捨。對預後分析，古
人有的喜歡對危重症作出「可治」與「不治」的判斷，但有的僅僅憑脈診就做出判斷，不免顯得過於武斷。個
別所錄醫案更屬荒誕無稽之談，恕不可從。 

然而，瑕不掩瑜，《古今醫案按》的學術價值絕不會因其不足之處而褪色，相信對該書的深入學習與研究，
必將提高中醫涵養，促進中醫醫案學術發展。 

 
（編委：黃賢樟審校 2018.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