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力宁诊察儿童下眼睑瘀黑表征经验
李韶华1，王力宁2，张程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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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王力宁教授诊察儿童下眼睑瘀黑表征的经验。( 1) 重视体质，从“征”辨质。下眼睑瘀黑表征的形成与体

质及心、肝、脾、肺、肾的生理病理关系密切。( 2) 以“征”观病，病“征”结合。从哮喘、鼻鼽、特禀质咳嗽阐述“以征观病，病征

结合”的诊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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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宁教授为广西名老中医，从医 30 余年，在

长期的临床诊疗工作中注重小儿面部望诊，善以察

眼睑色况辨识疾病与体质、指导临床用药，可取得

良好治疗效果。兹将王力宁教授对儿童下眼睑瘀

黑表征的认识与诊察经验介绍如下。
1 重视体质，从“征”辨质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活动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

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

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征即体

征，是医师在望诊过程中所发现的异常变化。不同

体质类型对疾病的易感性和倾向性亦不同。王教

授根据长期临床观察发现不少特禀体质的儿童皆

存在不同程度的“黑眼圈”，然“黑眼圈”不能准确表

达其特征性，故根据其他临床特征性表现率先提出

下眼睑瘀黑表征概念。下眼睑瘀黑表征是儿科临

床中常见的面部特征，俗称“黑眼圈”、“熊猫眼”、
“眼影”等，主要是指位于双侧眶下区环形的、色素

均匀沉着或浅表血管显露形成暗影的区域［1］。特

禀体质又称过敏体质，是指一种易发生过敏反应的

体质。过敏体质的形成主要与小儿五脏生理病理

特点相关，而五脏的生理病理又与下眼睑瘀黑表征

的形成密切相关。
王教授从整体观念出发，强调人体的外部征

象。面部、舌体等与脏腑的关系最密切，局部病变

可影响全身，而体内的气血、脏腑、经络等病理变

化，必然会在体表相应的部位反映出来，正所谓“有

诸内者，必形诸外”。《灵枢·本脏》载:“视其外应，

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即通过望体表特征以知

其脏腑特点，从而判断疾病。又《灵枢·大惑论》
载:“五藏六府之精，皆注于目为之精”，故认为下眼

睑瘀黑表征的形成多与脏腑功能相关。心为君主

之官，主血脉，血液需通过心脏推动而运行全身。
心气充沛，脉道通利则面色红润，双目有神; 反之则

面色无华，目失所养，神色暗淡，眼睑晦暗。小儿心

常有余，心火上炎于目，反复抓挠揉搓，眼睑受损，

色素沉着则见眼睑瘀黑。《眼科集成》载: “气郁血

滞，伏火邪风，挟瘀血而透于眼胞眼堂，隐隐现青黑

之色气。”肝藏血，主疏泄调畅气机，肝开窍于目，色

属青。气机失调，情志抑郁，失于疏泄，气滞血瘀，

瘀阻眼络，眼睑则现肝之本色。脾为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主运化，主升清，五轮学说中隶属眼

睑称肉轮。脾气虚，则气血化生不足，运化失司，

机体气血不足，双目缺乏滋养，眼睑瘀黑随之而

生。此外，《诊家正眼》亦载: “目胞黑者，痰也。”
脾喜燥恶湿，脾阳受损，湿浊内生，湿聚成痰，聚于

眼睑，阻于脉络，出现目周晦暗。小儿脏腑娇嫩，

肺常不足，易于患病。肺朝百脉、宣发肃降、通调

水道及气的运行功能正常，则气血布散于全身，全

身脏腑及官窍得以滋养。然因小儿生理特点，易

出现感冒、咳嗽、气喘等疾患，反复发作则肺气不

足，宣肃失常，气血凝滞，目不得润，眼络不畅，而

见眼睑瘀黑，故古书有云“小儿久咳，其目两眶肿

黑”。肾为先天之本，若禀赋不足，先天之精气缺

乏，可见眼胞黧黑，面色暗淡。又因“乙癸同源”，肾

精虚 损，肝 血 虚 耗，精 亏 血 少，则 视 物 昏 花、睑 目

青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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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莲针刺治疗耳鸣经验
纪如峰 指导 张玉莲

(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193)

［摘要］ 介绍张玉莲教授运用针灸治疗耳鸣经验。张教授认为耳鸣与脏腑、经脉关系密切，治疗上主张: ( 1) 近端取穴

与远端取穴相结合; ( 2) 辨证取穴，随证加减; ( 3) 重视解剖知识，针刺晕听区。附验案 1 则，以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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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鸣是指无外界声源刺激，患者自觉耳中有鸣

响声，或有鸣响的听觉功能障碍，是耳鼻喉科常见

的一种临床症状。流行病学显示，我国耳鸣发病率

约 10% ～20%，老年人发病率为 30%［1］。目前西医

对耳鸣尚无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多运用血管扩张

药、镇定剂、神经调节药、解痉药、抗组织胺药等，但

疗效并不理想，且毒副作用大，病情多反复。中医

学者对本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本病与肾、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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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征”观病，病“征”结合

儿科又称“哑科”，因小儿不能言语或表达不

清，或在诊疗过程中多不配合，故望诊为儿科临床

中最为重要的诊法之一。“观其外知其内”，下眼睑

瘀黑表征与疾病的关系密切，王教授根据临床经验

总结出了“以征观病，病征结合”的诊疗思想。
哮喘是一种以反复发作、喘促气急、喉间痰吼

哮鸣、呼气延长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发病机制为痰

气搏结，壅阻气道，肺失宣降。哮喘多与先天禀赋

有关，家族中可有哮喘病史。因先天禀赋不足，或

后天失养，或久病体弱，使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或肺虚不能布散津液，或肾虚不能蒸化水液，津液

聚而为痰，伏藏于肺，则成为发病的潜在“夙根”，可

因各种诱因如气候、饮食、情志、劳累等诱发。肺脾

肾虚损，三脏功能失调，“夙根”常居体内，现于眼部

则形成眼睑瘀黑。
“鼻鼽”又称过敏性鼻炎，是儿科临床中常见的

一种疾病，是指过敏性个体接触变应原后由 lgE 介

导的慢性鼻黏膜炎性反应引起的一系列鼻部症状，

其临床症状包括鼻塞、流涕、喷嚏、鼻痒等。小儿肺

常不足，冷暖不知自调，鼻为肺之门户，外邪侵袭最

先受累于鼻，又因个人特禀体质因素，外因作用内

因，引发此病。“鼻鼽”与哮喘又为“同一气道，同一

疾病”，临床症状长期反复发作，儿童自制力差反复

揉搓，使鼻部及眼周微循环障碍，血液不畅，回流缓

慢，缺氧，血红蛋白及色素沉着眼周出现眼睑瘀黑。

特禀质咳嗽是王教授根据小儿体质及患病特

点所提出的一种疾病类型，主要是指体质属特禀质

同时患有以咳嗽为主症的患者［2］。包括了西医学

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及既往有婴儿期湿疹、过敏性鼻

炎等病史，或素体痰湿内盛的体质因素，或有哮喘、
过敏性鼻炎等家族史，因呼吸道感染或因遇冷刺

激、过度活动等因素诱发的咳嗽。患儿先天禀赋不

足，外邪犯肺，肺失宣肃，脾气虚弱，生湿酿痰，内阻

气道，内外互结，相互因果，导致反复咳嗽，长久不

愈，则目两眶肿黑。
3 小 结

王教授通过下眼睑瘀黑表征判断体质特点，将

儿童下眼睑瘀黑表征的望诊特点作为中医体质的

辨识方法之一，为中医儿科“治未病”提供了简便而

有效的方法，体现了中医“形神合一”、“形神俱备、
乃为全体”的思想，做到了“辨体 － 辨病 － 辨证”相

结合。但目前临床对下眼睑瘀黑表征的认识较少，

望通过其各方面研究将王教授诊察下眼睑瘀黑表

征的经验在临床诊断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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