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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来在临床运用白虎汤合安宫牛黄丸治疗小儿

高热患者 68 例, 疗效满意, 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68 例均为本院门诊或住院患儿, 其中男 41 例, 女
27 例; 年龄最小 2 岁, 最大 13 岁; 发热时间最短 2 天, 最长 7

天, 平均 3 天。68 例患儿体温均超过 39℃, 其中 39℃～ 40℃
53 例, 40℃以上的 15 例, 最高达 41. 8℃。经西药注射和输液

治疗后, 仍未能退热的 38 例, 其中合并肺炎 18 例, 伴腹泻 3

例。表现为高热, 面赤, 口干欲饮, 不思饮食, 或神疲, 或烦躁,

或咽喉肿痛, 或咳喘, 小便黄, 大便 2～ 3 日一行, 舌红少苔,

脉浮或数。
2　治疗方法

基本方: 生石膏 20g (先煎) , 知母、粳米各 10g, 甘草 3g。
咽喉肿痛加板兰根、野菊花各 10g; 并发肺炎加鱼腥草、大青

叶各 10g; 腹泻加茯苓、白头翁各 10g; 小便黄、量少加笔仔
草、木通各 10g。日 1 剂, 水煎, 分 3～ 4 次口服。佐以安宫牛

黄丸 (长春市中药厂生产) , 3 岁以内服 1ö4 丸, 4 岁以上服
1ö2 丸, 日 1 次。

3　疗效标准

痊愈: 服药 1 天内体温降至正常, 症状消失, 无复发; 好
转: 服药 2 天内体温降至正常或下降 2℃以上无回升, 主要

症状消失或减轻; 无效: 服药 3 天, 发热不退, 症状无改善。
4　治疗结果

痊愈 45 例, 占 66. 2% ; 好转 20 例, 占 29. 4% ; 无效 3

例, 占 4. 4%。总有效率 95. 6%。

5　典型病例
林某, 男, 6 岁, 1998 年 3 月 12 日初诊。恶寒、高热、烦躁

不安, 伴头痛乏力, 咽喉肿痛 3 天。3 天前体温持续在 39℃～
39. 8℃之间, 曾肌注青霉素、复方氨基比林, 热稍退, 但夜间

体温又上升至 39. 8℃。查: 神疲, 咽红, 扁桃体 2 度肿大, 舌

红少苔, 脉浮数。治以清热生津, 解毒安神。处方: 生石膏 20g
(先煎) , 知母、板兰根、野菊花各 10g, 粳米 6g, 甘草 3g。佐安
宫牛黄丸 1ö2 丸口服, 日 1 次。服药后 1 天内热退, 诸症消失
而痊愈, 随访 1 周未复发。

6　讨　论
小儿脏腑娇嫩, 形体未充, 腠理疏松, 寒温不能自调, 易

为外邪所侵, 郁而发热, 进而诱生他疾。本组病例多有肌注西
药退热剂, 但热不退或退而复升。其病机为热毒伤阴, 故治当

彻底清泄热毒, 生津止渴, 开窍安神。白虎汤具有清热生津,

除烦止渴之功, 方中生石膏、知母清热泻火, 滋阴润燥; 粳米、
甘草益胃护津。安宫牛黄丸则能清心解毒, 开窍安神。二者合
用可清解热毒, 养阴生津, 开窍安神, 故能令热退神清, 津生
渴止。因小儿体弱不耐久伐, 故临床上应中病即止, 以防伤
正。 (收稿日期: 2001- 0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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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几年来应用活血祛淤, 清热利湿法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 取得一定效果, 现将资料较完整的 40 例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40 例诊断均符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临床疾病
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慢性前列腺诊断标准。其中 25～ 45

岁 12 例, 46～ 70 岁 28 例; 病程最短 6 个月, 最长 3 年。其中
21 例曾服过西药哈乐、前列康、舍尼通等, 临床症状未见明
显改善。
2　治疗方法

自拟方: 桃仁 12g, 丹参、牛膝、泽泻、瞿麦各 15g, 王不留
行 10g, 萆　、茯苓、白花蛇舌草、败酱草、车前草各 20g。若前
列腺液脓细胞较多者可加金银花、蒲公英; 少腹、阴囊胀痛者
可酌加小茴香、元胡、金铃子、荔枝核; 脾肾两虚者可去白花
蛇舌草、败酱草, 酌加巴戟天、菟丝子、肉苁蓉。每日 1 剂, 水
煎分 2 次服。20 天为一疗程, 服 3 个疗程后判断疗效, 治疗
期间应尽量少食辛辣、温燥及烟酒等物。
3　疗效标准

痊愈: 自觉症状消失, 肛门指诊前列腺恢复至正常, 连续
3 次前列腺按摩液检查均正常; 有效: 自觉症状显著减轻, 肛
门指诊前列腺无明显肿痛, 前列腺按摩液检查仍不正常; 无
效: 自觉症状、肛门指诊及前列腺按摩液较治疗前均无好转。
4　治疗结果

痊 愈2 3例 ( 5 7. 5 % ) , 有效9例 ( 2 2. 5 % ) , 无效8例
(20. 0% ) , 总有效率为 80. 0%。
5　讨　论

慢性前列腺炎病机为湿热下注、气血淤滞, 精室、精道失
于疏利。因此在治疗上, 宜清热利湿, 活血祛淤。活血祛淤药
能消除病灶部位水肿, 解除炎性梗阻, 畅通前列腺管, 使纤维
组织软化, 局部血液循环增加, 使药物易达病所, 提高有效的
药物浓度, 达到治疗效果。在活血祛淤的同时加用清热利湿
药, 更能促进组织修复, 增强免疫功能, 提高抗菌疗效。方中
用桃仁、丹参、牛膝、王不留行活血祛淤, 改善微循环; 萆　、
茯苓、泽泻、白花蛇舌草、败酱草、瞿麦、车前草清热利湿, 抗
菌消炎。由于药症符合, 故能取得显著疗效。

(收稿日期: 2001- 08- 09)

·41·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01 年 11 月　第 17 卷 11 期 (总第 106 期)
JOURNAL OF PRACTICAL TRAD ITIONAL CH INESE M ED IC INE　2001 Vol. 17 No. 1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