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07 月，36（4）

中医教育 ECM

· 39 ·

【名师专栏】
张喜奎，男，1963 年 4 月生，汉族，民盟党员，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师承于全国伤

寒大家陈亦人、杜雨茂教授，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福建省重点学科伤寒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教材委员会理事、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
事。从事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 28 年，至今已为 3 800 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伤寒论相关课程，累计课时

超过 5 000 学时。先后主持省级教改课题 2 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6 项。在国内外医学刊物共发表论

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张喜奎伤寒临证九论》
《陈亦人医案医话》等 10 部。参与全国统编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编写共 11 部。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7 项。已培养海内外研究生 40 余人。2009 年，获评福建省
高校教学名师；2016 年，获评全国首届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融教医研为一体 创文本法之新篇
——张喜奎教授伤寒论教学经验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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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奎，河南南阳人，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首届中医药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福建省高校教学名师。先后师承全国伤寒
大家杜雨茂、陈亦人教授，从事中医药高等教育 28

年，
集医、教、研于一身，深谙医典、精研伤寒、善用经
方，
专攻疑难病症，
素有
“张一帖”之美称。张教授指
出，要注重将科研成果、临床经验融入于伤寒论教

1.1 精析原文，博古通今

《伤寒论》作者张仲景系河南南阳人，书中文字

难免不自觉掺入南阳当地方言俚语。张教授结合南
阳方言习俗对伤寒论进行整理研究，发现并解释了
文中“白饮”
“ 白粉”
“ 索饼”
“ 清浆水”等 4 种南阳习

俗，以及“翕”
“结胸”
“胃中干”
“脱气”等 13 个方言习
语，扫除了一千多年来研究相关条文的困惑，
还原了

学中，创新教学内容、创新教材建设和创新教学方

仲景原文之本意[1]。
《伤寒论》所载之病证，与现代疾

法。

病相关者不少，张教授研究发现阴阳易与艾滋病[2]、

1 创新教学内容

太阳病与非典[3]，它们各自在病因、病机、发病、症状

伤寒论成书于 1 700 多年前，
是我国第一部理法

等方面存在诸多一致或相似，因此根据辨证论治的

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长期以来一直

精神，治疗上可以互通。将方言的探索和古今病证

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然而，伤寒论

的探析加入原文的讲解过程中，使学生增强理解又

成书年代久远，又屡历兵燹，散乱错简严重，加之原

印象深刻，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文古奥、言辞简略，歧义颇多，且古今文字、修辞、人
事各异，
故教、学与用均非易事。张教授长期从事伤

1.2 精通六经，挖掘本质

六经辨证方法是伤寒论教学的核心，是学习和

寒论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运用伤寒论的金钥匙。张教授长期研究六经辨证，

并能将科研成果与临床心得融入教学中，激发学生

发现太阳病的里证属性[4]和杂病属性[5]；阳明病实寒

学习伤寒论的兴趣，提高了教学质量。

证特点；少阳病为里热之病，而非半表半里 [6]；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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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仲景脾阴虚 [7]、肝阳虚 [8] 的辨治方法；指出少阴

《仲景临证传知录》该书创造性地以章回体小说

病提纲证是寒化、热化的共同提纲，病性多属里虚

形式解读伤寒论，以仲景师徒日常生活、诊疗为故事

证；首次提出《周易》六位概念与六经辨证体系有密

的主线，将伤寒论六经内容有机地融合进来，
融文学

[9]

切的联系 。这些新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六经辨证
的内容，并显示出六经辨证方法的灵活性和本质的
多维性。将这些新的发现穿插在六经辨证教学过程
中，
拓展了辨证的视野和思路，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六
经辨证的本质。

与医学一体，寓知识于趣味之中，为伤寒论教学改革
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该专著荣获 2009 年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中医药科普图书著作二等奖。
该书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课外读物之一，在通

俗的语言和跌宕的情节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了伤寒

1.3 精用经方，灵活变通

论。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改变，张

《伤寒临证九论》该书汇集了张教授 30 余年学

教授在临床实践当中坚持运用经方辨证论治各种常

用伤寒论之心得，以扎实的中医理论、丰富的临床实

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均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如

践及谙熟仲景故里的习俗为学术背景，全面阐释了

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合芍药甘草汤加味治疗顽固性偏

伤寒论的微言大义，推演了张仲景的临证辨治心

[10]

[11]

头痛 ，柴胡桂枝汤加味治疗更年期综合征 ，乌梅
丸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12-13]

等，为经方的运用提供

法。该书充分体现了张教授的中医学术观点和临床
辨治经验，在很多方面，从较高的角度诠释了理论内

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途径。这些研究成果为古方今

涵，帮助学生理解原文；更是通过大量的临床验案，

用提供了典范，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中医信念和

让学生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如同身临其境，近距离感

学习信心，并让其从实践中理解和掌握经方运用的

受经方的神奇功效。

灵活性。

3 创新教学方法

2 创新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托，教材的建设与创新往

伤寒论是目前各中医药院校的必设课程之一。
然而因不同专业的需求差异，课堂教学的模式单一，

往决定了教学的总体质量。张教授向来重视伤寒论

原文教学的多重接受等问题，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

教材建设，
积极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其中担

难度。张教授在深入研究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

任主编 1 部，副主编 5 部，编委 6 部。参编教材《伤寒

论讲义》2005 年获全国高等医药优秀教材一等奖。
同时，创新自编教材，先后撰写《伤寒门径》
《肾脏病

六经辨治》
《仲景临证传知录——章回体伤寒论解
析》
《张喜奎伤寒临证九论》等 4 部专著，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教材体系。

《伤寒门径》该书将伤寒原文逐条以表剖析，指

伤寒论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完成了两项省级教改成
果。

3.1 伤寒论课程体系的改革

根据不同专业、学历层次的培养目标，建立了立

体化的课程模式，以满足不同专业、学历层次的学习
需求；创新性地建立了以国家级精品教材为中心，以
深入型教材、通俗化教材、案例式教材、英文版教材、

出病因、主症、病机、治法、方药之配伍关系，并列讨

教参、习题集为外围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建立了以课

论一项，标示该条主要所在、争议焦点、及类似方证

堂教学为中心，学生自学、临床教学相结合的“三位

鉴别等，重要方剂附有近代临床应用、药理研究等。

一体”教学模式，从而形成了立体化的课程体系。立

该书深入浅出，易学易记，贴近临床，以表剖析之方

体化课程体系的建立在全国属首创，
经推广使用，效

式更有利于理解和把握条文的层次与含义，成为学

果显著，保障了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

生复习和提升伤寒论的宝典。

效益，为各层次、各专业伤寒论教学高质量的实施提

《肾脏病六经辨治》该书对肾脏疾病进行详细辨
证，
创建了独特的肾脏疾病六经辨证的基本框架，详
细阐述每个病期中不同证型的主证表现、症候分析、
基本治法和代表方药，形成了独特的理、法、方、药一
线贯穿的肾脏疾病六经辨证体系。该专著荣获
2010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三等奖。该书

是灵活运用六经辨证的典范，为学生学习和实践六
经辨证方法提供了最直接的案例。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该改革成果荣获 2009 年度福
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3.2 伤寒论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建构

将研究性教学方法引入到伤寒论教学中，根据

课程教学目标及学生的学习特点，对伤寒论进行了
梳理，遴选疑难、争议的知识点，凝练出具体的项目，
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形成
“知识点－项目耦合”单元，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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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得到同行的认可。此外，艾老常常应用开窍法
治疗多种皮肤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治疗银屑
病、荨麻疹、特异性皮炎、皮肤淀粉样变等疾病，
皮损

鹤虱、杀虫止痒收口，对溃疡愈合疗效好。新鲜猪胆
汁兑药渣水 30~35 度泡澡治疗银屑病，30min 后出水

涂食用橄榄油疗效好，干燥性皮肤病都可沿用此

干燥，腠理闭塞，没有汗出，病人燥热心烦。艾老提

法。牛脊髓为血肉有情之品，能濡养肌肤，可用于银

出开窍逐邪法，可以通经络，行津液，润皮肤，开毛

屑病缓解期、鱼鳞病、皮肤淀粉样变、特异性皮炎的

窍，迅速缓解病情，确有开门逐贼之功，常常在治疗

皮肤干燥、脱屑、瘙痒等症状的封包治疗，
效果明显，

中加入冬桑叶、麻黄、青蒿等开窍药，选一、二种加

皮肤干燥的情况改善快。封包疗法还可推广至一切

入，
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干燥性皮肤病，常用蛇黄膏、白疕软膏、生肌玉红膏

此外，
艾老在外治方面用药更是不拘一格，
大胆
创新，经常有神来之笔。例如：慢性溃疡久不愈合、

等，封包 1~4 h 不等，视病情需要来裁定封包的时
间。

脓液不多时，一般的生肌收口药效果不理想，艾老用

长期以来，艾老把
“坚持传统，努力发掘，
促进发

皮黏散配九一丹各半研细，飞布疡面均匀，
外盖生肌

展，追求提高”作为业务发展方向，不断学习中医理

玉红膏，生肌速度快；如溃疡分泌物少，疡面颜色暗

论并集各家之长，为自身医疗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

红者可用血竭细粉飞布疡面均匀，收口较快；外伤皮

真正做到医疗实践不离中医、经验积累基于中医、发

下淤血用金黄散、活血散各半调水外敷，消肿止痛

掘创新源于中医，不断提高中医药治疗水平，
造福于

水冷敷，消肿止痒功效明显；湿疹皮损不宜水洗，可

经验以及从中提炼的学术思想，犹如丰富多彩的宝

快，且不容易化脓；皮肤红肿瘙痒可用 2%的苦丁茶
冷敷，敷后以食用橄榄油涂抹，效果明显；激素依赖

患者。艾老在 50 余年的中医临床实践中所积累的
库亟待我们去不断发掘和学习。

性皮炎治疗十分棘手，内服中药外，外用苦参、生黄
（收稿日期：
2017-04-07）

柏煎水冷敷面部，再以橄榄油涂抹，效果良好；
苦参、

（上接第 40 页）

建立“知识点-项目耦合”单元库。教学中模拟课题
研究的形式，结合学生的兴趣，将知识点以项目研究
的形式分配给学生小组。学生小组利用课外时间通
过查阅文献，相互协作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通过
学生代表的汇报，研究成果共享，达到提高教学效果
的目的。研究性教学法的实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弥补了课内教
学时间相对不足的缺点。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增
强，敢于质疑，提出创新性的见解，对课程内涵的理
解更加深入。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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