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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宫牛黄丸一方来自清代著名医学家吴瑭的

《温病条辨》一书。此方芳香化浊, 清心利窍, 临床

多用于热多昏狂、邪入心包、高热惊厥、神昏谵语

及厥症、阴阳失调等。该药醒脑开窍, 辟浊作用明

显, 是广泛应用于临床的著名方剂, 在祖国医药学

界郭有很高的声誉。由于它是丸剂, 只能通过口服

给药, 对于昏迷高烧、抽搐等病的治疗受到限制。

在医学界不断发展的今天, 随着中药剂型的不断

改革, 为了使它在临床上发挥更突出的医疗效果,

使祖国医药遗产得到继承发扬, 医药学界根据原

方, 经过增删, 以新的剂型使用于临床。

清开灵注射液就是在安宫牛黄丸的处方基础

上经删减而制成的灭菌水溶液。由牛黄、水牛角、

黄芩、栀子等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祛痰开窍、镇静

安神之功效等。对于病毒感染引起的急症及昏迷

等症疗效显著。

　　1　减轻肿瘤患者化疗后的毒副反应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门安医院[ 1 ]用清开灵注射

液治疗减缓肿瘤患者化疗后的毒副作用效果明

显。肿瘤患者化疗后的毒副作用应属于中医“热

毒”、“火毒”、“伤阴”等范畴。清开灵注射液可以通

过扶正祛邪, 保护机体正气而达到治疗效果, 用清

开灵注射液结合化疗, 通过临床 37 例患者观察,

完成率 100% , 说明具有保护机体重要器官, 清除

机体代谢产物的作用, 并对化疗患者毒副作用的

防治进展提出了新的思路。

　　2　急性脑血管病　卫生部药品审评中心寿

小云报导[ 2 ]用清开灵治疗急性脑血管病, 并设西

药对照观察。结果表明: 清开灵组总有效率为 85.

7% , 显效率为 58. 6% , 明显优于对照组。临床证

明, 清开灵对急性出血性和缺血性脑血管病均可

使用, 无明显禁忌症, 具有疗效高, 适应广泛等特

有黄芩、丹皮、赤勺等清热凉血之品, 故姜黄之用,

未必是用其性“寒”。且现代药理研究[ 4 ]认为, 姜黄

具有“抗血凝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这也否

定了其“止血”作用。又因其具有“兴奋子宫”的作

用, 可引起子宫阵发性收缩。故笔者认为, 姜黄在

此方中的作用, 并非“凉血止血”, 而是与香附、玄

胡等发挥调经止痛之功。

在“升降散”中, 杨王 虽言其“气味辛苦, 大寒

无毒”. 但却用其“祛邪伐恶, 行气散郁”之功。若以

“升降”而言, 方中僵蚕、蝉蜕质地轻浮, 皆为升浮

之品。大黄沉降下行, 姜黄因其“苦多辛少”, 也应

为降泻之品。四药相伍, 升降平衡, 似更合“升降

散”之意。

故笔者认为, 姜黄在此方中, 是重在用其

“味”, 而并非用其“性”。

“如意金黄散”虽治疮痈阳证, 但方中既有大

黄、黄柏等清热解毒之品, 也有白芷、南星等散结

消肿之药。至于姜黄的作用, 张山雷认为,“正以入

血泻散, 故痈肿可消, 疡科普通敷药如意金黄散用

之, 既是此意, 固非疏风清热作用⋯⋯”(《本草正

义》)。这也进一步说明, 姜黄虽也用于寒凉方剂,

但并非就是用其性“寒”。

由此可知, 姜黄在临床上, 虽然也用于寒凉方

剂, 但仍是用其辛散苦泻, 通行气血之功, 与姜黄

之性“寒”并无必然联系。

因此笔者认为, 姜黄的药性, 应统一为性

“温”。这样, 即可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权

威性, 也更切近临床实际, 同时也体现了教材的严

肃性。“中专教材”对于姜黄的记载, 也应改为性

“温”。在其功效项下则应去掉“凉血止血”一条, 并

对其应用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便后学者更好的掌

握姜黄的应用特点, 也不致于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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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掌握太白米基因组DNA 的提取和分析方法。方法: 用CTAB 法提取太白

米基因组DNA , 经RA PD 法扩增后进行琼脂糖电泳分析。结果和讨论: CTAB

法提取太白米基因组DNA 省时、经济、易操作, 适于中医院校实验室等条件下

开展工作, 而电泳结果表明对太白米有DNA 分子标记意义。

　　主题词: @太白米ö药效学

　　太白米为百合科假百合属假百合N o tho lirion

bu lbu liferum (L ingelish ) stearn 的干燥小鳞

茎[ 1 ] , 生长于海拔 3000 米以上雪线, 主产于陕西秦

岭太白山及西南高山地区, 是一种稀有药用植物,

点。

解决了中风急、重危症及神志障碍, 吞咽困难

时侯给药途径问题, 大大地减少了临床死亡率, 填

补了中风急症用药剂型上的不足。

　　3　流行性出血热　山东高唐县中医院[ 3 ]用

清开灵注射液治疗流行性出血热 79 例, 取得较好

疗效。此病是由鼠传播引起的病毒性传染病, 病性

复杂, 并发症多, 死亡率极高。病人均有发热、头

痛、全身乏力、眼结膜充血、腰痛、肾区叩痛等症

状。经过临床治疗后, 所有患者均脱离危险, 无 1

例死亡。由于清开灵注射液具有清热解毒, 化痰通

络, 醒神开窍的功能, 应用于流行性出血热, 可以

明显地缩短疗程, 减少并发症, 降低死亡率, 有一

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4　流行性腮腺炎并发症　江苏省沭阳县中

医医院[ 4 ]用清开灵注射液为主治疗流行性腮腺炎

并发脑损害患者 68 例, 取得满意效果。从中医角

度看, 流行性腮腺炎属祖国医学“痄腮”范畴, 乃毒

邪自鼻口而入, 气血壅塞、结聚于腮部而发病。由

于此病是由病毒入侵而引起的, 抗生素治疗在理

论上无依据, 实践亦证明无效。清开灵注射液抗炎

抗病毒, 改善脑循环及修复损伤细胞等, 能明显改

善或清除这些症状, 尤其在抗病毒方面优于西药,

是治疗腮腺炎的有效药物。

　　5　胸痹证　清开灵注射液具有泻心肝之火,

开郁化痰, 健脾益气等功效。凡有湿热内蕴, 痰热

互阻之症候, 均能取得较好效果。云南昆明市中医

医院毕云等[ 5 ]用清开灵注射液治疗心肌梗塞痰热

(湿)阻肺型 18 例, 内服温胆汤, 痰湿型内服二陈

汤加味用以辅助治疗, 恢复率 85% , 死亡率 14.

6% , 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仅此一方, 已充分改变了多年来“西医长于急

症的抢救, 中医长于慢性病治疗”的概念在人们心

中的印象。事实证明中药不但已有很多抑菌, 杀

菌、醒脑开窍的药物, 而且在组方和调动机体的抗

菌力方面也功不可没。此外, 对原来一般必须采用

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症, 如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

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急性肾衰等, 采用改制的

中药新型剂进行治疗, 也收到令人瞩目的进展。因

此, 可以认为, 要大幅度提高中医内科急症的救治

疗效, 欲图达到速效、高效、研制和改进中药急救

药品的有效新制剂,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其中以研

究静脉药的中医复方剂型尤为急需, 而且可行。

由此可见, 在中医急症的研究上, 祖国医学中

有着大可发掘的潜力。只要我们充分发掘和利用

这些祖国遗产, 加以研究, 勇于创新, 就能研制出

更多更好的急症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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