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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肝论治损美性疾病

!

"!伍晋!刘韬!袁香凝!!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气机不畅致损美性疾病的比例日渐增高"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主藏血!调养
机体" 肝之功能正常!人体可呈现健美之态" 笔者认为结合现代人的证型变化!应重视从肝论治"
关键词!肝#中医美容#从肝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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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美容

沛且处于动态平衡#则人青春常驻#容光焕发#不得

的意识逐渐强烈$ 现代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早衰$ !-" 促进脾胃运化$ % 血证论,脏腑病机论&

时#也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现代

说'( 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

人有相当大的部分处于亚健康灰色地带$ 压力长时

疏泄之#而水谷乃化$) 脾胃乃后天之本#肝可辅助

间得不到舒缓不仅会表现许多身体不适#同时也会

脾胃中焦气机的升降#促进脾胃运化水谷#进而水谷

出现很多美容方面的疾病$ 结合现代社会#人们快

精气才能充养人体#营养五官*肌肤*毛发$

节奏的生活及工作状态的特点#笔者认为从肝论治

#+
(!肝主藏血
肝主藏血有两层含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

美容疾病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疾病辨证$
#!肝与中医美容关系的理论基础

% 素问,五藏生成篇& 曰'( 人卧血归于肝$) 即王冰所

#+
#!肝主疏泄!通畅全身气机

释'( 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

人体五脏六腑的生理活动#都有赖于气的运动$

归于肝脏$ 何者- 肝主血海故也$) 人体内至脏腑

肝主疏泄以调畅气机#保证脏腑各司其职#无气机不

外及皮毛全赖血液的供养$ 肝贮藏血液充足#调节

畅之患$ 如% 读医随笔& 说'( 凡脏腑十二进之气化#

血量适宜#能够滋养脏腑官窍#肌肤毛发#人体呈现

皆必籍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 肝

健美之态$

的疏泄主要表现在对津血#情志#消化#生殖的调节'

#+
,!肝的生理特性

!#" 调畅情志$ 人体精神活动属心所管#但与肝疏

!#" 肝气宜升#性喜条达#恶抑郁$ 肝气的运动

泄密切相关$ 只有气机调畅#人的情志活动才舒畅#

是以升发及宣泄为特点$ 肝气条达#人体气机运动

无亢奋及抑郁之患$ 表现为精神焕发#喜怒适度#面

顺达#表现为情志舒畅#心情平和#表情自然舒缓#呈

部肌肉皮肤舒缓#动力性皱纹的产生减少$ 而现代

现美态$ 然而#临床上由于抑郁致肝气郁结#气滞血

的快节奏生活又尤其容易导致人们情志压抑不畅#

瘀#是许多损美性疾病的主证或兼证#故治疗上常常

诱发各种损美性疾病#如黄褐斑*白癜风等$ !(" 调

采用解郁疏肝法$ !(" 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 即

畅津血运行$ 体内津血的运行代谢和气机关系密

是指( 肝用肝阳常有余#肝体肝阴常不足) $ 肝刚烈

切$ 所谓'( 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 #( 气行则津

之性致肝气易于亢逆#发为上逆*上亢*化火*生风

行#气滞则津停) $ 肝疏泄正常#保证津血的正常运

等#可表现为面红目赤*黄褐斑等病态$ 肝阳易亢#

行与输布$ 津血得行能够荣于全身肌肤#则肤色红

阳亢伤阴#则肝之阴血易于耗伤#而呈现干涩之象$

润#肤质细滑#有弹性$ ( 发为血之余) #津血上荣于

如皮肤干燥脱屑#头发干枯#爪甲质脆易断等$

发#则发质坚韧#发色光泽莹润$ !," 调节生殖$ 肝

#+
-!肝与体$窍$志$液的关系

和主先天之肾关系密切$ % 格致余论& 有言'( 主闭

!#" 在体合筋#其华在爪$ 筋和人体运动功能

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 肾中所藏之精对人体

密切相关$ 肝气调和#肝血充足则筋得所养#表现为

生长发育及生殖意义重大#有( 满而不实) 之特性$

关节滑利#韧带柔韧有弹性#肢体运动轻灵有力#体

而肝的调节能使肾精疏泄有度#动态平衡$ 肾精充

态优美$ 爪即指手足指! 趾" 甲#为( 筋之余) $ 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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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衰影响爪甲的荣枯#肝血充足则爪甲红润亮泽

涩#口干微苦#月经不调#或有痛经#舌苔褐黄#舌质

而坚韧$ !(" 开窍于目$ % 素问,五藏生成篇& 说'

夹有瘀点或瘀斑#脉细涩$ 遵刘完素( 郁而不散为

( 肝受血而能视$) 眼睛为心灵的窗户#是五官美丽

壅#必以宣剂以散之) 之旨#治宜柔肝理气#疏肝解

的焦点$ 肝血充盈#肝气和利则目睛视物清晰#水润

郁$ 临床上常用丹栀逍遥散加减$ 伴口苦咽干#大

灵动#呈现眼睛的美态$ !," 在志为怒$ 怒可分为

便秘结#加牡丹皮*栀子+月经不调#加女贞子#香附+

暴怒和郁怒#这两种对美容养生都是不利因素$ 损

斑色深褐且面色晦暗#加桃仁*红花*益母草$

美性疾病中由郁怒致病的占到很大比例#比如可以

油风'为一种突然发生的局限性脱发#可发于任

引起黄褐斑*皱纹等$ 治疗以疏肝解郁为主$ !- "

何年龄#常因精神因素引发$ 本病虽不影响健康#但

在液为泪$ 泪由肝阴所化#当肝有病变可表现为泪

往往给患者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影响正常的工作

液的分泌异常$ 肝阴不足#则泪液少而双目干涩$

学习和社会交往$ % 外科正宗& 曰'( 油风乃血虚#不

(!肝的功能失调是现代损美性疾病的重要病因

能随气荣养肌肤$) 又清% 冯氏锦囊秘录& 说'( 发乃

人体所有生理活动都有赖于脏腑之气的升降出

血之余$ 焦枯者血不足也+忽然脱落#头皮多痒#须

入#肝可调畅一身之气机$ 同时#肾与脾为先天之本

眉并落者#乃血热生风#风木摇动之象也$) 究其病

和后天之本#在美容健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而肝

因#多属肝血虚而腠理失密#风邪客乘+或者情志抑

为肾之子#肝木克脾土#因此肝与脾肾关系密切#可

郁化火#暗耗阴血#血热生风$ 肝血不足的患者#多

影响二者功能$ 可见在损美性疾病中#肝失调占有

表现为病程久#平素头发花白或焦黄#伴有头晕#视

重要地位$ 肝失调常致的损美性疾病'

物不清#舌淡苔薄#脉细$ 治疗采用滋补肝血的方

白驳风'% 诸病源候论& 曰( 白癜者#面及颈项身

法#多用七宝美髯丹加减$ 气郁血热生风者#多表现

体皮肉色变白#与肉色不同#亦不痒痛) $ % 圣济总

心烦易怒#口苦咽干#舌红苔薄#脉弦$ 治以凉血熄

录& 曰( 白癜风如雪色#毛发亦变) $ 肝气郁结是重

风#养阴护发$ 用四物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减$

要的发病原因$ 肝郁气机不畅#而复感风邪#博于肌

甲病'在体合筋#其华在爪$ 甲的病变#诸如'脆

肤#导致气滞血瘀#血不能濡养肌肤而酿为白斑$ 本

甲*厚甲*甲剥离*甲变色$ 多由于肝失调而引起$

病破坏了皮肤美中色泽一致的标准

.#/

#常常给患者

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故肝郁气滞

或由于肝血不足#不养爪甲$ 或由于肝胆湿热$ 治
疗自然从多肝调治$

证型临床多见$ 常伴见心烦不舒#胸胁胀痛#月经不

除此之外#其他的损美性疾病#如睑黄瘤*疣*鱼

调#皮损可随情志变化消长$ 舌淡可有瘀斑*苔薄

鳞病及其他损美表现#如面部皱纹等等#都需要从肝

白#脉弦$ 治疗采用疏肝理气#活血祛风$ 方选逍遥

论治疗#在此不一一论述$

散或桃红四物汤加减$ 心烦易怒者#可加牡丹皮*栀

综上所述#肝主疏泄#调畅情志#则精神畅达#容

子+月经不调者#加益母草$ 发于头面#加蔓荆子*菊

光焕发+调畅津血运行#则肤色红润#毛发光泽莹润+

花+发于下肢可加牛膝*木瓜$ 本病中#负性情绪对

调节生殖#则青春常驻#容光焕发#不得早衰+促进脾

病情有重 要 影 响# 药 物 治 疗 的 同 时 要 重 视 调 理 情

胃运化#则营养五官*肌肤*毛发+肝主藏血#调节血

志

.#/

$ 黧黑斑'晋,高洪 % 后备急方& 称之为 ( 皮干

量#则滋养脏腑官窍#肌肤毛发#人体呈现健美之态$

黯) #明 % 外科正宗& 称 ( 黑斑) $ % 素 问,至 真 要 大

故肝的功能失调与否直接影响人体健美$ 临床从肝

论& 称为( 面尘) $ 明,% 普济方& 曰'( 面尘脱色#是

着手论治损美性疾病#采用柔肝*疏肝*滋补肝血#能

主肝) $ 当责之于肝$ 清,% 张氏医通& 曰'( 面尘脱

有效地调节人体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收到较好疗

色#为肝木失荣) $ 肝藏血#主疏泄#喜条达#若情志

效#确为中医美容的有效途径之一$

不遂#或暴怒伤肝#疏泄失司#肝气郁结#郁而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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