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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惊风是儿科常见的危急重症，常常危害小儿生命，孙一奎、程杏轩、许豫和、王君萃四位新安医家对惊风理论研

究和临床治疗多有建树，率先提出“惊风非惊”之说，革除惊风妄名之弊，指明惊风之误，痛斥滥药之非，创立“小儿

烧针法”。新安医家不泥前贤旧说，阐述理论新知的学术创新精神，正是对“发群贤未有之论，破千古未决之疑”古老

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　新安医家；小儿惊风；创新见论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Four Xin’an Doctors’ Ideas on Convulsion

GUAN Pengfei, HUANG Hui, GAO Zehong, ZHANG Yonggen, JIAO Zhongming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Hefei 230038, China

AbStRACt�Severe�wind�is�a�common�critical�illness�in�pediatrics,�often�jeopardizing�the�lives�of�children.�Sun�Yikui,�
Cheng�Xingxuan,�Xu�Yuhe,�and�Wang�Juncui�have�made�great�achievements� in� the�research�and�clinical� treatment�of�
convulsions,�and�they�have�taken�the�lead�in�proposing�“the�wind�is�not�shocking”.�It�is�said�that�the�evils�of�the�horror�
of�the�wind�are�eliminated,�the�mistakes�of�the�wind�are�pointed�out,�the�drug�is�abused,�and�the�“children’s�burning�
method”�is�established.�Xin’an�medical�doctors�do�not�pretend�that�the�old�and�the�old,�the�academic�innovation�spirit�
of� the�new�theory�of� theory,� is� the� 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 the�ancient� tradition�of�“the�unsuccessful� theory�of�
the�group,�the�unsolved�doubts”
KeYwoRDS�Xin’an�doctor;�Child�convulsion;�Innovation�theory

* 基金项目：2018 年安徽中医药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8085）；�博士后岗位人才项目（RD17100570）

通讯作者：张永跟（1980-），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经典的理论与临床研究。E-mail：xiaogen1980@163.com

作者简介：管鹏飞（1997-），男，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医临床，新安医学。E-mail：1304670380@qq.com

惊风是一种以高热、抽搐和昏迷为特征的证候 [1]，

起病急骤，变化迅速，病情凶险，属于古代儿科“痧、

痘、惊、疳”四大要证之一，至今在我国医疗条件比较

落后的地区其发病率仍然很高，常常危害小儿生命。

新安医学千年以降，名医辈出，其代表性医家如孙一

奎、程杏轩、许豫和等对惊风多有创造性论述，而新安

医家王君萃所写的《小儿烧针法》更是国内罕见的灯

火灸法治疗惊风的专著，其对惊风的分类和取穴之法

颇有创新。

指明惊风之误，痛斥滥药之非

早在宋代，儿科名医钱乙 [2] 就明确指出高热、痰

热及热极生风是急惊风的主要病机，脾胃虚损是慢惊

风的基本病机，然而后世医家望文生义，将小儿惊风

与大惊之证混淆，动辄投金石重坠之剂，以致惊风患

儿十不存一，为害颇深。

惊风之证，内则因脏腑娇嫩，外则因腠理未密，又

因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感受外邪之后，易于生

热，热盛生痰、生风、生惊而成痰、热、惊、风之候，症见

两手伸缩，十指开合，势如相扑，头偏不正，身仰向后，

臂若开弓，目直似怒，睛露不活 [3]；而大惊之证，是因小

儿气怯神弱，智慧未充，若见怪声异形，骤然跌扑，易

生惊恐，惊则伤神，恐则伤志，致使神志不安，以面青

粪青，多烦多哭为主症 [4]。惊风之证与大惊之证，名似

而实异，二者天壤之别，绝不可等同而论。

明代新安名医孙一奎《赤水玄珠》云：“惊者病之

名，风者病之象，言抽搐有似于风之动而为名也”。这

是对惊风病名从概念上加以论述，寥寥数语，以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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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惊风之名。经后人总结发现 [5]，清代新安儿科名

医许豫和对于这种惊风流弊亦有“惊风非惊，镇惊则

误”的创新学术思想，以散惊之法治疗小儿惊风。许

豫和惊风用药常以天麻、钩藤散惊，热势从外而解，与

柴胡、荆芥、防风同为疏散之用，治疗惊风患儿每多即

愈。

清代新安医家程杏轩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

诊治经验，也对“惊恐惊风”之说进行驳斥：“发搐者，

幼科之一大证，诸书皆以急惊、慢惊名之，后世因其

名，而重视惊字，每用金石镇坠之品以治惊，此非其治

之误，乃名之不正也。盖小儿百病，皆可生惊。其名

则同，其实则异。徒习其名，而不责其实，何以为治 ?

按急惊、慢惊之称，非指病者而言，实指视者而言也。

试详论之：急惊之来，先因于风，而生痰、生热，或热数

日而发，或热一二日而发，或发于仓卒之间，其来也急

而惊人，故曰急惊。慢惊多因于吐泻之后，为土败木

贼之证，其来也缓而难治，医家见之，无有不惊者故曰

慢惊。古云：急惊惊爷娘，慢惊惊药王”[5]。

程杏轩明确提出惊风之“惊”，指的是病情之重，

病势之猛，并不是指惊恐乃惊风主要原因。与新安医

家程杏轩同时代的儿科名医陈复正在《幼幼集成》[6]

中，提出以“搐”易“惊”字，革除惊风妄名之弊，直言

俗医“妄立诸惊名色，眩惑后人，何尝有一毫实际裨于

治疗”，两位前贤所论不谋而和，可见新安医家在惊风

理论研究领域处于前沿水平。

“惊恐惊风”之说流行，后果是镇惊安神药物的

滥用。小儿急惊风病情危重，变化迅速，若不及时正

确治疗，反而乱投金石麝脑等镇惊安神的药物，则会

损伤小儿已虚之脾胃，以致邪气内陷，转为慢惊风甚

至慢脾风等医者束手之证。程杏轩在《医述》中痛斥

庸医滥用金石香开药物治疗惊风的乱象：“幼科惊证，

自喻氏以热、痰、惊、风四字立名，大剖从前之讹，实为

确论。叶香岩亦宗之，然更有未尽者，近多冬暖失藏，

入春寒温间杂，小儿吸收其邪，先伤肺经，起自寒热气

粗，延绵失治，渐从包络内传上部，虽有微汗，而痰多

鼻煽、烦躁神蒙、病家惶惧，辙云变为惊证，动用香开，

妄投金石，以致阴液消亡，热势愈张，正不敌邪，肝风

陡动，渐见肢牵目窜，痉闭发厥，势多倾败。若于病为

猖獗之前，先以辛凉开肺，继以甘寒化热，佐以润剂降

痰，两候自痊。此盖温邪陷入，阴液内耗，而动肝风，

实非惊恐致病也。若误以惊药治之，恐幼稚衔怨不少，

故为之一辨”。

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喻昌，立论“小儿易于外感，

易于发热，伤寒为独多，世所妄称为惊风者，即是也”。

“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脏腑，千中千死，万中万

死”[4]，后世医家叶天士、程杏轩皆宗此论，以治外感

时邪之法治疗急惊风，为小儿惊风的治疗开辟了新思

路，至今《中医儿科学》[1] 中急惊风风热动风证的治疗

仍沿袭程杏轩等人的思路，以疏风清热，熄风定惊为

法，可见影响深远。

创立“小儿烧针法”

《灵枢·官能》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灯火灸法

作为“幼科第一捷法”，具有疏风解表，行气利痰，解郁

开胸，醒昏定搐的作用 [6]，《本草纲目》也记载“灯火，

主治小儿惊风、昏迷、抽搐、窜视诸病”，可见灯火灸法

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在治疗惊风方面能起到其他治

疗手段无法达到的独特效果。

新安医家王君萃所写的《小儿烧针法》是中国医

学史上罕见的灯火灸法治疗小儿惊风的专著，王君萃

先生也是首位把灯火灸法称为烧针法的医家。据考

证 [7]，《小儿烧针法》在 1978 年歙县卫生局开展新安

地区医学成就回顾时首次被发现，以手抄本且是孤本

形式流传下来，现仅被《新安医籍丛刊·针灸类》收录，

具有很大的文献及临床研究价值。《小儿烧针法》对

惊风的病理演变、症状和灯火灸的穴位、灸数有详细

的论述，并附有小儿全形 24 图，简便易懂，切实可用，

并多有创新。

1　切合临床的惊风分类法

王君萃将小儿惊风分为 24 种，分别是急惊风、慢

惊风、脐风惊、呕逆惊、肚痛惊、胎惊风、月家惊、缩纱

惊、内吊惊、天吊惊、乌鸦惊、迷魂惊、肚胀夜啼惊、鸟

缩惊、潮热惊、蛇丝惊、膨胀惊、鲫鱼惊、水泻惊、看地

惊、挽弓惊、马蹄惊、鹰爪惊、撒手惊[8]。其中除急惊风、

慢惊风、脐风惊、胎惊风、月家惊外，其他 19 个证型均

是按照临床症状分类，此种分类法既继承了古人“搐、

搦、掣、颤、反、引、窜、视”惊风八候的思想，又切合实

际临床惊风患儿复杂的症状和体征，使学习者一目了

然，即使仓促检索，亦能找到对证之灯火灸法。如《小

儿烧针法》中的挽弓惊上承元代儿科名医曾世荣《活

幼心书》惊风八候之一“引”的思想，以“臂若开弓”

为主症 [3]，又根据临床增加“四肢向后仰，哭不出声，

双眼密闭”等症状，且论述了挽弓惊的病因病机：“此

症因饮食不调，冷热不均，过食生硬以伤胃”。以灯火

灸法点烧背脊青筋缝上七点，肚脐周围四点，喉下三

点，两脚承山穴，挽弓惊患儿症状即刻便减轻 [8]。

值得一提的是，《小儿烧针法》二十四惊证每证

后面必附有一张小儿全形图，这些附图描绘出了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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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时患儿的面部表情和体位形态，如挽弓惊附图可

见患儿头朝后仰，四肢后伸，肚腹前膨，双眼紧闭。这

些小儿全形附图从人体解剖学来说，身体结构比例适

中，与《小儿推拿秘旨》中的小儿全形附图相比，腧穴

定位更加准确 [7]，与以症状分类为主的惊风分类法结

合可谓是相得益彰。

2　常穴奇用

王君萃在使用灯火灸法时，善于“常穴奇用”。“常

穴”是指十四经脉常用的穴位，如膻中、神阙、大椎、囟

会、廉泉，“奇用”是指王君萃在这些常用穴位的基础

上，在其周围烧灼点灸，形成以点带面的治疗效果 [7]。

《小儿烧针法》中常穴奇用的有心前内三点、平心（胸

前）三点、心窝中七点、胸前六点、胸前七点、脐周四

点、脐下一点、囟门四点、百会穴三点、背脊大椎下青

筋缝上七点、喉下二点、喉下三点、脉门、尾骨、掌心。

经统计，王君萃常穴奇用使用频次最多的是膻中、神

阙，膻中出现 13 次，神阙出现 12 次。

《灵枢经·胀论》曰“膻中者，君主之宫城也”，而惊

风的病位正在心肝二脏，君主之官心受邪热，由膻中

代心君受难，且膻中是心包之募穴、八会穴之气会，具

有理气化痰，清肺降逆，宽胸利膈的作用，故王氏多次

使用膻中这一穴位。王氏称膻中为心前一点、心窝一

点，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以膻中为基础，向前后左右

发展为心前内三点、平心（胸前）三点、心窝中七点、胸

前六点、胸前七点。心前一点用于急惊风、慢惊风、内

吊惊、迷魂惊、鲫鱼惊、水泻惊、撒手惊；心前内三点是

以膻中为中心纵向发展为三点，用于治疗膨胀惊；平

心（胸前）三点是以膻中为中心横向发展为三点，用于

治疗脐风惊、肚胀夜啼惊；心窝中七点是以膻中为中

心向周围再点六点（避开乳头），用于治疗呕逆惊；胸

前六点是以膻中为最低点向上再点五点，用于治疗蛇

丝惊；胸前七点是以膻中为最低点向上再点六点，用

于治疗月家惊。

神阙出自《针灸甲乙经》，穴在脐中，脐为小儿气

血运行之要道，如神气出入之宫门，以灯火点灸，具有

温阳救逆，利水固脱，健脾和胃，开窍复苏的作用。《针

灸大成》亦言其“主中风不省人事，腹中虚冷，伤败脏

腑，泄利不止，水肿鼓胀，肠鸣状如流水声，腹痛绕脐，

小儿奶利不绝，脱肛，风痫，角弓反张”，可治疗以抽

搐、角弓反张为主症的惊风证。王君萃在《小儿烧针

法》中不直接点灸神阙穴，而是以神阙为中心灸脐周

四点或脐下一点。脐下一点用于鲫鱼惊、马蹄惊；脐

周四点用于脐风惊、肚痛惊、胎惊风、月家惊、天吊惊、

肚胀夜啼惊、潮热惊、看地惊、挽弓惊、鹰爪惊。王君

萃将灯火灸的部位和灸数固定下来，并有固定的穴名

和主治 [7]。现代灯火灸学将王君萃“常穴奇用”的学

术思想发展为常用操作手法，对准病理反应点爆淬，

此法简效易取，流传甚广。

小　　结

自《黄帝明堂灸经》首立“小儿急惊风”“小儿缓

惊风”病名 [9] 后，千百年来，围绕惊风的争论一直没有

停止。明清之际，医家纷纷质疑惊风命名有误，新安

医家率先提出“惊风非惊”之说，革除惊风妄名之弊，

给当时研究惊风理论的医家带来了新的灵感，促使中

医届对于滥用金石麝脑镇静药物治疗小儿惊风的乱

象提出了批评，这对当时“惊恐惊风”之说横行的流弊

有补偏救弊的正面效果，对于现代治疗小儿惊风仍有

启示意义。新安医家王君萃先生是首位在治疗二十四

类小儿惊风证时以灯火灸为主要治疗方法的医家 [7]，

其切合临床的惊风分类法和常穴奇用的灯火灸处方，

颇具有创新意义。余瀛鳌、王乐陶等编纂的《新安医

籍丛刊》赞其所创的“小儿烧针法”简便易取，可补救

药物之未备、药力之不及。

新安医家对于惊风的颇多创见，得益于徽州地区

的文化影响。新安医家由儒通医，秉持程朱理学的传

统，坚持理论创新，重于临床实践，不泥于前贤之旧

说，所以才敢质疑流传数百年的“惊恐惊风”之说，提

出新的惊风理论和治疗方法。这种勤思考、争创新，

融会贯通，阐说新知的学风典范，值得现代中医院校

借鉴。

参考文献

[1]　�汪受传 . 中医儿科学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140-

142.

[2]　�钱乙 . 小儿药证直诀 [M]. 杨金萍，于建芳点校 . 天津：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5：11-12.

[3]　�曾世荣 . 活幼心书 [M]. 田代华等点校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1999：76.

[4]　�喻昌 . 寓意草 [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4-15.

[5]　�尚莉丽 . 新安医学儿科精华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94-95.

[6]　�陈复正 . 幼幼集成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87-89.

[7]　�施秀娟 .�《小儿烧针法》及灯火灸文献研究 [D]. 安徽中医药大

学，2017.

[8]　�余瀛鳌，王乐陶，李济仁，等 . 新安医籍丛刊·针灸类·小儿烧针

法 [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13.

[9]　�史焱，傅海燕 . 宋之前小儿惊风病名演变研究 [J]. 中医文献杂

志，2015，33�（4）：28-30.

收稿日期：2019-01-09　审稿：李净　编校：欧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