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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桂枝汤能发汗解表是众所周知的，而除此之外，桂枝汤尚能够通过调和脾胃营卫，使三焦通畅，阴阳调和， 

“非发汗”而解表。从这条非发汗的路径来看，桂枝汤能否使汗出，不能单看方药，必须考虑到体质因素。服用桂枝汤后的汗 

出，是这两条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讨论桂枝汤是属治表还是治里之剂的问题时，需要从证情及有否温覆和啜粥来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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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中凡发汗解表之剂 。均需“覆取微似 

汗”方能产生发汗的功能 桂枝汤是调和营卫、发汗 

解表之剂，单纯用桂枝汤而不加温覆能否发汗解表? 

临床上常见不少患者服桂枝汤后却没有汗出 我们 

应该明白，方剂的功效应该是包括药物、剂量、煎服 

法、服后医嘱、禁忌等项目，而非单纯药物组成。例如 

桂枝甘草汤、干姜附子汤等．如果不是重用及顿服的 

话，不能够起速效的急救作用。因此．桂枝汤中的温 

覆取微汗．我们应该看成是桂枝汤组成的一部分。桂 

枝汤通过调和营卫而发汗解表乃众所周知的．笔者 

尝试提出桂枝汤的另外一个非发汗的解表路径—— 

调和脾胃三焦而解表 

1 营卫与三焦的关系 

桂枝汤是调和营卫之剂．由于营卫生化于脾胃。 

而脾胃又能化生气血．故此桂枝汤实能调和营卫、脾 

胃、气血、阴阳。而营卫与三焦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如 

《平脉法》篇云：“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 

荣气不逮。荣卫不能相将 ，三焦无所仰 ，⋯⋯。”又如 

刘渡舟所说 ：“本条论述营卫与三焦之关系，从而扩 

展了对营卫生理认识范围。这是《内》、《难》诸书未曾 

论及的。”【 】 

“荣卫不能相将”，《说文解字》：“将者帅也”，《说 

文解字注》：“帅训率导、训将帅”，就像“气为血帅”， 

即荣卫有互相领导、资生、辅助的意思。“三焦无所仰 

⋯ ⋯
”

．“仰”字一般解释为“依靠”闭．但解释为因为营 

卫虚弱不能相助．因而三焦无所依靠 ．这样较难理 

解。《说文》认为：“仰者举也”、“举者对举也”，就是举 

手的意思，引申有往上、升提之意，但这又该怎样理 

解?我们先从《内经》的论述分析。 

《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 

出焉 ”三焦是身体水液输布的通道．与营卫有什么 

关系?《灵枢·营卫生会》：“黄帝日：愿闻中焦之所出。 

岐伯答日：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 

泌糟粕 ，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 

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日：营 

气。”水谷人胃腐熟化成精微．这就是营气 ．“营出于 

中焦”。营气上注于肺．经过心而化赤成血．因为“卫 

出于上焦”，营气配合卫气因而能奉养全身。《素问． 

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 

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 

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水液通过 

胃化生精气，即营气 ．上输至脾而运转上输于肺，再 

由肺通调水道的功能．亦即卫气的推动功能．将水液 

透过三焦而下输膀胱 而膀胱是“州都之官．津液藏 

焉，气化则能出矣”，也即《灵枢·五味》所说：“谷始入 

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 

行。营卫之道。”胃之两焦意思就是上、中二焦。 

因此．“三焦无所仰”．即不能将水液升举至脾肺 

的意思．是因为“荣卫不能相将”，营气化生不足，而 

卫气不足以通调水道．故三焦水液不能正常输布，出 

现三焦功能失常 

从以上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桂枝汤的解表有 

两种机理．一是透过发汗的方法，二是非发汗的方 

法 ．通过调和脾 胃三焦而解。 

2 解表的发汗与非发汗机理 

2．1 发 汗的机理 

2．1．1 从外发汗 《灵枢．营卫生会》：“黄帝日：人有 

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 

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日： 

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 

循其道 ”这就是桂枝汤证的病机，桂枝汤加上温覆 

盖被属于直接取汗法 ．能调和在表之营卫并发汗。 

医药兰 竺璺竺兰 兰 团 



÷学术 探 讨 

2．1．2 从 内发 汗 桂枝汤 内可调理脾 胃而化 生营 

卫，正如《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 

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 

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水谷可以透过胃一心一 

脉一肺一百脉一皮毛这条路径．然后发汗 如桂枝汤 

方后啜热粥的方法．透过热力助汗，水谷则能助营卫 

化生．从这一通道助外发汗 

2．2 非发汗的机理 《伤寒论》第 230条：“阳明病， 

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溅然汗出而解。” 

这条是太阳与少阳合病的证治，治用小柴胡汤，而在 

99条三阳合病也是用小柴胡汤．可见小柴胡汤并不 

是透过发汗而解表．其机理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 

胃气因和”．即是胃气能够化生营卫．三焦水液输布 

正常而病解 这里的“身溅然汗出而解”并非发汗，而 

是因为三焦水液输布正常而出现生理性的正常汗 

出．与五苓散方后注中“多饮暖水．汗出愈”意同。 

第49条：“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 

重、心悸者 ．不可发汗，当 自汗 出乃解 所 以然者 ，尺 

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 自汗出愈。” 

首先说明这里的“须表里实”．是偏义复词．意思是 

“须里实”．表字已经没有意思。本条不可发汗，但为 

什么能自汗出解?本条后文已经自注说明此是里虚 

的情况．仲景不发虚人之汗，因此需要先实里，通过 

调理脾胃充实营卫．通畅三焦，因此津液 自和，出现 

生理性的汗出．这即表示病已痊愈。再看第 93条： 

“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 

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 

也 ”这里所说的情况．跟前条所述一样．因为表里俱 

虚的情况禁汗。因此不可发汗 ，而这里的汗出 自愈 ， 

也是因为营卫和．三焦通畅而汗出 一般注家认为这 

两条不可用药．其实从积极治疗的层面．也可以用桂 

枝汤治疗．因为桂枝汤如果不加上温覆不一定能取 

汗．桂枝汤药物本身可调和脾胃而化生营卫。再加上 

啜稀粥．这里要强调的是“稀”．因为这些水液能够特 

别帮助脾胃．最终使三焦水液输布正常，因而病解。 

虽然最后病者可能出现汗出．但这不等于发汗解表． 

因为三焦通畅而汗出．属生理现象．不是药物直接的 

效果。 
一 般所指的发汗解表，是以辛散的药物或针灸、 

蒸浴、温覆等物理方法来开发腠理，以汗出邪去为目 

的：而这里所指的非发汗解表法．是以调和脾胃而化 

生营卫 、通畅三焦 ，从而达到阴 阳调和为 目的，此法 

最后所见的汗出．虽然也可能带走表邪．但这只算是 
一 种“副作用”，并不等于发汗祛邪。因此，桂枝汤方 

后注“若一服汗出病差 ，停后服，不必尽剂。”这种汗 

出的情况．可以体现为两种原因：一是汗出邪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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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汗 出：二是生理性 汗出，表示三焦通畅 ，阴阳 

调和．是向愈的佳兆 

3 非发汗解表途径的说明 

3．1 “非发汗解表”并非独为解表而设 在《伤寒论》 

第 58条：“凡病 ，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 

液，阴阳自和者，必 自愈。”“凡病”即泛指一切疾病， 

纵使被任何方法误治而出现亡血、亡津液，只要阴阳 

自和就能康复 这里的“阴阳自和”．亦可看成营卫 

和．因为营卫和即脾胃和．和则能够化生气血，三焦 

津液亦能正常输布，故而自愈。仲景重视脾胃后天之 

本的思想亦贯穿串体现在整个《伤寒杂病论》中。《金 

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日：“若五脏元真通畅，人 

即安和”．这是仲景重视正气的具体表现，是中医辨 

证论治的重要特色。徐彬说：“桂枝汤，外证得之，解 

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确是对桂枝汤功 

效的精炼总结 而实际上．也不单是桂枝汤才能做到 

营卫和三焦通畅而病解．其他很多的方剂．特别是能 

够治疗水饮停滞的方剂．如五苓散、小青龙汤等等， 

均可能因为疏通了三焦水液通道而解表 

3．2 汗出的几种层次 如病人体质壮实．阳气充足． 

当感受外邪时卫气亢奋。出现卫闭营郁，则汗难出． 

需要用发汗力强的麻黄汤来发汗：若病人素体较虚， 

出现卫强营弱．病时则自汗出．只需要用桂枝汤发汗 

则可，发汗力相对不用太强；若病人素体阳虚，容易 

自汗盗汗．则只要用药轻微发汗．汗则易出．甚至有 

些人只需要吃热粥、喝热水甚或走动一下．也会出 

汗。因此能否汗出，不单是方药的组成问题．还必须 

考虑到体质因素 

我们应该理解汗出有几个不同层次的意思：感 

邪后营卫失和而汗出．属病理性汗出：用药主动逼使 

汗出，是汗法，属治疗性汗出：平人阴平阳秘，运动后 

或吃喝热食物而汗出．或非用发汗药后因三焦水液 

通畅而汗出．应属生理性汗出 

3．3 临床治疗时的有汗与不汗 以上讨论解释了临 

床上一些常见问题：为什么临床上有时候不用温覆 

也能解表?或者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汗出也能解表?这 

是因为透过了脾胃三焦这个非发汗的通道而解表： 

为什么有时用麻黄汤不用温覆也能发汗?这可能因 

为药物用量已经到达大青龙汤的水平 (相对于病人 

体质而言)．又或者病人本身正气旺盛能够帮助发 

汗 ．又或者这种汗出并非真正发汗解表的汗．而是生 

理性的正常汗出。一首方剂能否发汗．是不能单看方 

药的组成．而是要灵活地看证情的轻重、邪正的关 

系、药物的组成、剂量、方后医嘱、体质等等 

3．4 桂枝汤的功效分类问题 如果桂枝汤能够以非 

发汗而解表，那桂枝汤属治表还是治里?这个问题要 

看怎么定义桂枝汤。因为桂枝汤的药物本身并非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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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问·灵兰秘典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是《内经》对胆的功能的仅有的明确描述 对《内经》有关胆和 

胆病的记载的分析证明：《内经》认为胆的唯一功能，即在于主决断。这个神志方面的功能和胆作为“奇恒之府⋯‘藏而不泻” 

的特性直接有关。胆藏胆汁而不泻，是该功能的物质基础 肝主谋虑而胆主决断，意指肝胆共同完成神志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者功能上的相关性和藏象学说的“肝和胆”无关 

关键词 胆 主决断 胆 汁 神志 《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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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象学说以五行为模版建立了一个整洁的世 

界 ．不过 ，在这个世界 的晴朗天空远处 ．还有几 朵小 

小的乌云，其中之一即胆。从《内经》中的记载来看有 

两点：一是按照藏象学说．“肝合胆”，肝胆为表里，然 

而，《内经》对胆的功能、疾病的记载少而零碎，不成 

系统，这和从《内经》一直到现代肝所受到的高度关 

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这些记载无一例外地把 

胆的功能归于神志方面。尤其是。这些对胆的神志功 

能的不同方面的描述．和藏象理论赋予肝在神志方 

面的角色。例如“肝主怒”．并不构成对应关系。最明 

显的例子，在《素问．灵兰秘典论》：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 

断出焉。” 

笔者尝试从这个表述人手 ，对《内经》所认识的 

胆的功能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1 “中正之官”非藏非府 

根据张灿王甲【l1的意见，在《内经》内部存在着有关 

人体藏府系统的几种不同看法，包括 “九脏系统”、 

“十一脏系统”、“十二脏系统”以及“奇恒之府”。 

持“十二脏(藏)系统”观念的篇 目，张灿王甲举出 

了两个：《素问·灵兰秘典论》和《灵枢·经脉》。《灵枢· 

经脉》以十二经脉络属十二藏府，相配的藏、府藉由 

经脉互相连属．这充分地体现出藏象学说的特征 但 

是，《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的“十二官”系统，却不 

具有这样的对称性： 

《素问．灵兰秘典论》本身并没有把“十二官”分 

成藏、府两个大类。也就是说，《素问．灵台兰典论》的 

“十二官”，和《灵枢·经脉》的十二藏府 ，实质上并不 

是一回事：和明确划分五藏六府的“十一脏系统”、神 

藏五形脏四的“九脏系统”，更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就 

同一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由此看来．《素问．灵兰秘 

典论》是“言十二脏系统之最为完备者”圆，似稍欠妥。 

具体到胆。《素问．灵兰秘典论》“十二官”里，担 

负起神志方面的功能者是心、膻中、肝、胆。其中，心 

和膻中解剖位置毗邻．功能密切相关．肝和胆解剖位 

置毗邻 ，功能密切相关 ，如果按藏象理论 ，心、肝属 

接补益．而主要是透过振奋阳气．调和营卫来调和脾 

胃．然后再有助化生营卫．桂枝汤所应用的是脾虚不 

甚的情况．才能借脾胃之力量来化生营卫气血．如果 

脾阳虚重．应该用理中汤而非桂枝汤。如果定义桂枝 

汤只是五味药物的组成，不用温覆及啜粥．这时候的 

桂枝汤．所运用的主要是非发汗的路径．应属治里之 

剂；而如果桂枝汤加上所有《伤寒论》第 12条的方后 

注．这时候的桂枝汤则同时运用发汗与非发汗的两 

条路径．勉强可说是“表里同治”。不过实际上治表还 

是治里的分类 ．应该看疾病的病机．按照桂枝汤证的 

证情来看．12条所治疗的是太阳中风表证 ．里不甚 

虚。因此总结桂枝汤还当属治表之剂．只是其透过治 

表与治里两条不同路径来达到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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