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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名中医、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武丽娜
针灸名家谢锡亮嫡传弟子、新
式麦粒灸创始人

刘 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

本期聚焦：中医药防治强直性脊柱炎

刘杨：对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来说，功能锻炼的重要性不亚于药
物治疗。诸多研究发现，运动联合
疗法对强直性脊柱炎有确切的疗
效，显著优于纯药物治疗或其他疗
法，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明显优于传
统养生功法、现代体育健身方法。
同时，主动锻炼优于被动锻炼，有
规律运动比无规律运动效果更
佳。因此建议患者每日应按时进
行锻炼，如颈、肩、髋部的运动，或
深呼吸、扩胸运动等维持胸廓活动
度的运动，种类繁多。通过运动疗
法、功能锻炼可维持或改善关节活

动度，提高心肺功能，防止关节僵
硬畸形、关节破坏、肌肉萎缩，降低
致残率、复发率，延缓或减轻患者
的关节功能衰退和残疾程度，甚至
还可以降低患者的抑郁、焦虑等心
理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阎小萍：需要注意的是，跑步
有可能加重强直性脊柱炎的症状，
尤其是髋关节受累者更不宜提倡，
竞技体育也应避免。此外，游泳时
水温一般低于人体体温 8℃左右，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应注意避免寒
湿刺激，并不提倡水中游泳，但可
于床上、垫上“旱地”蛙泳等。

跑步、游泳等运动有利于康复吗？

编者按：歌手李宇春近期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该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引发广大网友对这
类“不死的癌症”的关注讨论。脊柱作为身体的支柱，牵一发而动全身，承担着负重、减震、保护和运动等重要
功能。脊柱强直带来的僵硬和疼痛让众多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苦不堪言，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本报记
者就读者关心的关于中医药防治本病的几个问题采访相关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拯救强直的脊柱，中医怎么办？
本报记者 徐芃芃

阎小萍：凡是找不出真正
原因的疾病通常都比较难治。
以肺部感染或其他部位感染为
例，只需确认感染是由何种细
菌、病毒等引起，就可以选择针
对性强的药物进行治疗，往往
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疗效。强直
性脊柱炎是以骶髂关节和脊柱
附着点炎症为主要症状的疾
病，其发病原因很复杂，首先，
遗传易感基因在发病中具有重
要作用，研究发现，高达 90%的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HLA-B27
（人体白细胞抗原 B27）表达为

阳性，普通人群中仅有 5%~10%
为阳性。第二，本病发生与慢性
感染有一定关系，最常见的易感
部位是泌尿生殖系统和胃肠
道。第三，某些外界因素也是本
病发生的诱因，如寒冷潮湿的气
候和环境、冷水的刺激、过度劳
累和损伤等等。在多因素影响
发病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种特
效药物可以达到理想疗效。

目前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
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出现，通过
规范治疗可达到控制病情、缓解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难治？

阎小萍：患者被收治入院
后，通常针刺、艾灸、拔罐、中药
熏蒸轮番上阵，加上内服中药及
规范合理的运动，一般来说，没
有严重脊柱损伤畸形、髋关节严
重受损的患者 2 周就会有明显
疗效。许多患者来时驼着背、直
不起腰，行走还需要家人搀扶，
出院时就可以挺直了腰背，自己
拉着行李箱回家了。

这种治疗方法的特点在于
“综合强化序贯”，其包含了三个
层次：综合即强调不同内外治疗
方法的组合效应；强化是针对本
病活动期要利用综合手段加强
治疗力度，以在最短时间内达到
最大疗效为目标，从而缩短患者
治疗时间，降低治疗费用；序贯
是强调本病患者在缓解期也需
要进行适当的序贯治疗，不能轻
易完全中断治疗。

此外，治疗本病还有一重要
原则——“五连环”：第一环是健
康教育，要向患者及家属讲清楚
这个疾病的特点、为何难治、日
常生活如何注意、如何恢复正常
生活，以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第二环是体育医疗，治疗本病要

“两条腿走路”，一是中西药物和
外治法等，二是运动疗法。国内
外不少学者专家已认识到运动
疗法的重要性，并通过临床研究
证实了其有效性。第三环是中
药为主，调节脏腑功能和整体的
阴阳、气血平衡。第四环是内外
兼治，不仅要吃药，还要采用外
治法，如针刺、艾灸、拔罐、中药
熏蒸、中药热敷、穴位贴敷等。
第五环是中西合璧，西医非甾体
抗炎药、生物制剂等具有抗炎力
强、起效迅速的特点，对于疾病
活动度高、炎症重的患者，在给
予中药内服外用治疗的同时，酌
情按需使用西药，待疾病活动度
下降后再逐渐减停西药，转为纯
中医治疗，以发挥中医药扶正祛
邪、从本论治、适宜长期应用的
优势。因此，破除门第之见，中
西合璧，优势互补十分重要。

“五连环”和“综合强化序
贯”原则使中医药优势得到最大
程度发挥，在最短时间内有效缓
解疼痛、僵直症状，使肌群痉挛
得以缓解，减轻肌腱附着点的炎
症，迅速恢复关节功能，使患者
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中医治疗效果如何？

阎小萍：强直性脊柱炎中
医学病名为“大偻”。大偻，俗
称驼背，指背部高耸、脊椎突
出、腰不伸的症状。“大”字含
义有二，一指病情深重，二指
脊柱乃全身最大的支柱。本
病病因病机为肾督正气不足，
风寒湿热诸邪深侵肾督。

治疗本病应从补肾壮骨、
活血通络、调和营卫、固护脾
胃、循经辨证、祛邪利节等法
入手，使脏腑、气血、阴阳恢复
平衡，不仅能解决当下症状，
还可整体调节、扶助正气，这
也是中医药治疗具有长期疗
效的重要原因。

补肾壮骨 中医认为，骨
质受损与肾虚密切相关。《素
问·宣明五气》说“肾主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肾
生骨髓”“在体为骨”。肾中精
气充盈，才能充养骨髓，骨的
生长发育有赖于骨髓的充
盈。因此，补肾壮骨之法在大
偻治疗中应尽早使用，贯穿始
终，以起到既病防变、未病先
防的作用。

活血通络 中医有“不通
则痛”的说法，瘀血既是痹症
发病的重要因素，又可作为病
理产物贯穿疾病始终。本病
患者无论寒证、热证，均常伴
瘀血阻络，因此活血通络之法
应贯穿治疗始终。

调和营卫 营卫乃藩篱

之地，营卫相合不仅可助体内
之邪外出，又可使机体有抵御
外邪之力。因此，方中可用桂
枝配芍药，寓桂枝汤之意，以
助卫阳，养营阴，配以生姜、大
枣助桂芍调和营卫。

固护脾胃 因本病病程
较长，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且
部分西药如非甾体抗炎药对
胃肠道有一定刺激，因此治疗
过程中保护中央脾土十分重
要。此外，固护脾胃既可使气
血生化有源，补后天以养先
天，又能助升发清阳，使肢体
得到清阳之气的充养而灵活
自如、肌肉强健。

循经辨证 大约 60%的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都有髋关
节病变，出现大腿根部疼痛
的症状。髋关节为胆经循行
部位，大腿根部为肝经循行
部位。治疗此类患者时，如
果将肝胆之气燮理通顺，就
可以很快减轻疼痛。此外还
有许多患者出现胸肋关节附
着点的炎症，此处是肺经和
肝经的循行部位，可用片姜
黄、香附起到行气活血、燮理
气机的作用。因此，临证之
时首先要循其病症发生部位
判别病在何经、何脏、何腑，
切中脏腑经络病机，再根据
药物的性、味及归经属性循
经选药，使药达病所而获佳
效。

如何保证长期疗效？

阎小萍：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
症状为脊背、腰骶部的疼痛僵硬，但
是其他疾病也可能有类似表现，可
通过CT、核磁等检查，观察关节、肌
肉组织是否存在病变来鉴别。医生
在问诊时应了解患者是否有扭伤、
过劳等情况，家族中其他亲属如有
免疫系统疾病，也是一项重要的参
考内容。因此建议广大读者，如频
繁出现腰骶疼痛、僵硬，应及时到正
规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

此外，许多患者在刚确诊时都
会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担心患有
此病是否会影响生育、影响寿命，
其实通过中西医综合治疗，可达到
病情稳定并逐渐减停服用药物，只
要停药一个月后便可以开始正常
备孕。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可以使
局部炎症更容易得到控制，减少骨
破坏，使关节活动少或不受限，也
不会影响寿命，许多患者都可以走
上正常的人生轨迹。

怎么判断得了强直性脊柱炎？

武丽娜：《黄帝内经》曰：“阳气
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
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脾肾阳虚
不能温煦四肢百骸，导致精血乏源、
筋骨失养、卫外不固不能抵御寒湿
侵袭故发此病。所以，阳气虚、寒湿
重是该病的特点。

麦粒灸具有补虚扶阳、祛湿逐
寒、温通经络、祛邪止痛的功效，可
以精准刺激穴位。施灸时出现的
水泡、化脓等现象，能快速调节全
身气血津液，温通经络，改善局部
血流状态，建立局部微循环，促进
营养物质生成、转运、分布和利用，
调节神经内分泌，提高免疫力。因
此，麦粒灸不但能调节局部病灶，
还能对全身各系统进行调整，作用
强、见效快。

强直性脊柱炎以脊柱、骶髂关
节等为主要发病部位，亦不同程度
累及周围关节、内脏系统，所以治
疗时将局部为标、整体为本兼顾进

行。取穴以穴性（温阳散寒）和近
治作用（膀胱经、督脉）为原则，多
用大椎、至阳、筋缩、命门及背俞
穴，另加关元、足三里以培补先天
之元气，促进后天气血生化来滋养
全身。

曾有一位51岁的女性患者，来
诊时腰背部困痛严重、极度畏寒25
年，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医院诊断
为强直性脊柱炎，多方医治效果不
佳，因长期服用激素又引发了股骨
头坏死。经诊辨证为脾肾阳虚、气
血双亏，对症选用麦粒灸法，重灸大
椎和关元，每穴 30~50壮，至阳、脾
俞、肾俞、中脘、关元、足三里每穴9
壮，每日灸2次。

10天后患者症状缓解，背部肌
肉出现弹性，饭量增加，继续治疗1
月，腰背困痛消失，身体转动灵活，
并能做一些家务劳动，嘱回家坚持
施灸。至今十多年过去了，患者一
直身体健康。

麦粒灸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吗？

刘杨：推拿治疗时主要操作于
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
一般采用㨰法、推法、按法、点法、
揉法等手法，自颈肩、胸背、腰臀、
腿至足跟，顺经络及肌纤维，反复
操作，从而达到补其虚损、恢复正
气的效果。

推拿时对脊柱两侧及腰骶部的
操作尤为重要，对此处进行的按揉

弹拨可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恢复
组织弹性，也可松解脊柱、关节处的
软组织挛缩、粘连，有效恢复肌肉柔
韧性，改善脊柱关节的活动度。有
研究表明，在推拿过程中，由于激发
了内啡肽系统的参与，提高了痛阈，
同时影响了中枢5—羟色胺和外周
乙酰胆碱及儿茶酚胺的分泌，从而
共同作用达到止痛效果。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可以做推拿吗？

微信扫二
维码观看阎小
萍教授介绍合
理锻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