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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1800年前由东汉“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被称为中医药“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圣书”，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合称为中医“四大经经典”，被誉为

“东方医学圣典”。据史料记载，从成书至今，研究者有西晋名医王叔和、有唐代“药王”孙思邈、有经方派创始人之之一的宋
代大医许叔微、有金代“寒凉派”创始人刘完素、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元代“滋阴派”创始人朱丹溪等等，研究者者不乏
其人，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但为何金朝成无己被称为医界“亚圣”？那是因为就其对仲景学说的贡献而言，是其前后后许多
医学家无与伦比的，不得不说成无己对伤寒学术的贡献是巨大的，六个第一奠定了医界“亚圣”的地位。

成无己是全面注解《伤
寒论》第一人，首开全文注
释《伤寒论》之先河。成无己
出生于世医家庭，自幼攻读
医学，行医数十年治病救人
无数，对《内经》、《难经》、

《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
研究，尤其是对《伤寒论》最
为推崇。他以《内经》、《难经》
理论为依据，将经典著作与
个人心得有机结合，专力钻
研该书数十年，进行了全面
注释，著有《注解伤寒论》10
卷，《伤寒明理论》3卷、《药方
论》1卷，形成了有理论、有方
剂、有成果、有传承的成无己
中医药理论和文化体系，为
现存最早全面注解《伤寒论》
之作，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
忠于原著。成无己从注家角
度出发，没有擅自打乱原著
秩序，“能解则解，不能解则
存之，有争议者注释中注明，
不妄加改动，力图保证文章
原貌”，完全符合仲景著书原
意，成为后世医家研究《伤寒
论》的主要注本之一。二是态
度严谨。对内容竭尽全力进
行诊解，以简洁明了的文字
揭示其条文内容实质，使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体会总
的思想，掌握内容。三是以文
释文。成无己结合毕生临证
经验，力图按照仲景本来思
想研究《伤寒论》，尽量不把
论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
在《注解伤寒论》一书中许多
地方就采用了以文释文，随
文顺释的方法，这种非常朴
实的科学态度，使得成无己
注释比较接近于仲景原意。
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
世伤寒学派发展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在中医伤寒学研究
史上举足轻重，奠定了他在
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历
史地位。

成无己是以经释论第
一人，开创研注溯源穷流的
新风。成无己在保持《伤寒
论》原貌的同时，采用“以经
释论、以论证经”的研究方
法，把全书打乱，融汇抽演，
阐述了自己对《伤寒论》的
理解，堪为后世以经释论的
典范。一是溯本求源，以经
释论。成无己主张读《伤寒
论》应与《内经》、《难经》诸
经合璧而观，因此他从中溯
本求源，大量引用《内》、

《难》和相关经典著作名言
警句，逐条注解力图反映仲
景撰写本意。这种以经释论
的方法，使《内》、《难》和《伤
寒论》一脉相承，融会贯通，
起到经论结合，以论证经，
相互印证的效果，与临床实
践有机结合，将医理深奥的

《伤寒论》向世人做了精准、
明确的阐释。二是以论释
论，以经解经。成无己治学
方法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
他在《伤寒论》研究、注释史
上，引证《内经》原文最多，
几乎每条都引文，以示言之
有据，阐释以《内经》、《难
经》、《神农本草经》理论作
为指导思想概念。据聊城市
中医药学会原会长、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师承
导师谷越涛统计，成无己三

部论著，引用以《内经》原文
为主的经典15家、235处，延
续了仲景著《伤寒论》，撰用

《素问》、《九卷》、《八十一
难》等书的学术思想渊源。
三是以经验经，明辨详论。
成无己医术精湛，临床经验
丰富，《注释伤寒论》既以经
解经，复以经验证经。他尊
古而不泥古，对《伤寒论》的
阐释，常从临床实践出发，
用实践检验真理，明辨详
论，以透仲景之旨，保持了

《伤寒论》的完整，堪称医学
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成无己是从方剂学角
度阐发伤寒之理第一人，肇
始方剂理论研究之端。成无
己认为《伤寒论》是“最为众
方之祖”，所以他从理性角
度分析和认识方剂配伍学
理论，并对其中部分方剂精
心研究。他对方剂学的研究
和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为
方剂学成为独立学科迈出
关键一步。一是析微阐奥，
首创方论。张仲景将一生宝
贵的临床经验，总结成314
方而公诸天下。成无己率先
对《伤寒论》中的方剂进行
了深入钻研，在其所著《伤
寒明理论》中专设药方论一
卷，对《伤寒论》小的部分方
剂，以《内经》、《难经》及《神
农本草经》等为依据，对其
制方之理析微阐奥，系统总
结出制方理论，打破了我国
医学史上有方无论的局面。
二是分类十剂，总结七方。
成无己在总结前人方剂学
研究基础上，首先明确提出

“十剂”概念，且按照《内
经》、《本草》之说，提出大小
缓急奇偶复“七方”，加以引
证分析，虽只分析了《伤寒
论》中的20首方剂，但却把
方剂学理论推到了一个新
阶段。三是循名责实，释方
名含义。成无己在药方论篇
对某些特殊方剂，多先从释
名入手，详解方名的含义。
四是以方释法，法与证合。
依据《内经》制方理论，剖析
方义。《伤寒明理论》药方论
篇所释诸方，都是以《内经》
阴阳应象大论，至真要大论
等篇所载的治法，君臣佐使
祖方原则，以及四气五味配
伍原则为根据，联系所治病
症病因病机来剖析诸方的祖
方大意，配伍规律。以方释
法、法与证合，使方剂的配伍
与病症丝丝吻合，恰到好处，
让人读其方而知其法、明其
证，而药、方、法、证紧密相
联，更便于让人理解学习仲
景立方之意。学术界普遍认
为方论始于成无己，也就是
说从成无己开始，中医才真
正开始对方剂的理论研究。

成无己辨证论治思想
见解独到第一人，初显由经
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过渡阶
段的特色。成无己将《内》、

《难》理论与伤寒证治结合，
融会贯通，并结合临证体验
对仲景辨证论治体系进行
补充、完善和发展，补述原
有病证的病因病机、治疗方
法及方药功效等理论，在八
纲、脏腑、营卫、三焦、经府

病辩证等方面提出了很多
独到见解，为后人系统掌握

《伤寒证》辨证论治的精髓
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一
是辨证明理，成氏对《伤寒
论》中50个主要症状，从“发
热”起至“劳复”止，每论一
证，均包括释义、病因、病
理、分型、鉴别及不同治法
等，一一分析其发生机理，
病位病性，鉴别不同原因导
致其证的不同表现，“定体
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
之，似是而非者辨之”，为临
床鉴别诊断提供了很有益
的经验，可以说是《伤寒论》
最早的一部“症状鉴别诊断
学”。二是八纲辩证，阐释病
机。成无己十分注意分辨病
情的阴阳寒热、表里虚实，
进一步揭示和丰富了《伤寒
论》的六经辩证方法，推动
了《伤寒论》辩证方法研究
的发展和完善。三是脏腑辩
证，创造性提出“风伤卫、寒
伤营”的观点。他十分重视
从脏腑角度对《伤寒论》进
行注释和发挥，着重在脏腑
的生理病理上进行阐发。同
时，也非常注重风寒营为辨
证，他综合考虑病因、病人
体质及病症表现后，首次提
出“风伤卫、寒伤营”的观
点，为后世“三纲鼎力”之说
形成奠定了基础。四是发挥
三焦辩证思想，成无己《注
释伤寒论》独树一帜，在多
条注释中融入了三焦辩证
方法，三焦辩证观点初见端
倪，尽管只是较为朴素的三
焦辩证观点，但丰富了《伤
寒论》的辩证方法，对后世
影响较大，为后世三焦辩证
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
为后人系统掌握《伤寒论》
辨证论治的精髓奠定了良
好的理论基础。

成无己是字词训释的
第一高手，是善于总结、整
理、继承、发掘前人遗产的
巨匠。成无己医文兼修，不
仅饱读诗书，有深厚的文学
功底，还有非常丰富的实践
经验，两者的完美结合成就
了《注解伤寒论》、《伤寒明
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
等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医
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

《伤寒论》是文言形式夹杂
大量的古白话，需识屏的字
词较《内经》少得多，成无己
基于宋金的文化水准，注重
体悟文势，融会全书，整体
解读，审全篇以推其句字之
义，提出许多精审独到、妥
帖允当的解读，成为继承发
展遗产的典范。一是逐字逐
句品读。成无己对《伤寒论》
并不是逐篇、逐句的注解，
但他针对《伤寒论》全书或
书中有关内容，采用研究、
分析、归纳、阐述、论辩、发
挥、解疑、释义、补订、提要
等形式进行整理编写，逐字
逐句品读，梳理现存的每一
句语言、章节，书写大量的
手稿于心得，帮助大家和后
人对《伤寒论》内容实质和
学术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
解。二是朴实简明，贴切公
允。他往往注解的文字还不

如原文的多，而且能解则解
之，不能解则存之，不擅自
改动原文，对有异义之处则
在注释中注明。三是注音、释
意、逐条注解。一方面他为每
卷中出现的生僻字采用两种
方式注音，为同音字注音，为
反切注音，有时于注音后进
行释意。另一方面他在仲景
原文每条之下都采用顺文释
意和对个别难字释意两种方
式释意。四是广证博引。他仅

《注解伤寒论》一书就引用20
种书目，不仅有《内经》143
条、《针经》32条、“经曰”106
条、《金匮要略》33条，《金匮
玉函经》7条等医学书目，而
且亦有《易经》、《论语》等经
学方面的书目，为后世医家
继承和发展古代文化遗产奠
定了基础。

成无己是运用中医理
论养生第一大家，是中国医
学发展史上最长寿的医学
家之一。成无己生活的时
代，自然灾害多发，生存环
境恶劣，战乱纷飞，平均寿
命不到40岁，特别是在他被
掠金国后，颠沛流离，饥寒
交迫，备受歧视，能活93岁，
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给后
人很多有益的启示。一是天
人合一，至人无己。应该说
成无己从小就受成家忠厚
传家和寿人济世家风的影
响，面对生活的更易、时势
的变迁，始终用道家“我命
在我不由天”的乐观向上的
心态，添油续命，与命运抗
争，积极把养生方法融化在
日常的作息坐卧衣食住行
的各个方面，创造了积极快
乐的人生。二是仁可长寿，
德可延年。成无己是儒医世
家，中医养生影响极深的是
儒家，所以他把修身看作是
一切的根本，以推己及人、舍
己救人的理念和胸怀，终身
养心立德，以德养生，悬壶济
世，救千万百姓于疾苦，直到
90多岁仍坐堂问诊，并药到
病除，百无一失。孔子说：“仁
者寿”。明代养生家吕坤说：

“仁可长寿，德可延年，养德
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对古今
中外长寿老人的调查也表
明，大仁者必长寿，具有仁德
者方可延年益寿。三是勤思
益智，气定神闲。成无己注释

《伤寒论》前后几十年如一
日，闻鸡而起，勤奋学习，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笔耕不
辍。一个人，最怕的是脑的衰
老，而勤于用脑倒是延缓衰
老的良方，防止了大脑老化。
另外，他通过体疗温通了血
脉，通过气功激活了灵感与
潜能，难怪他的脑细胞总是
那么活跃，事实证明，善动脑
者长寿。四是清心守神，未病
先防。成氏用亲身实践为后
世中医养生的发展做出重要
训导，特别重视治未病，及时
预防疾病，以传统中医理论
为指导，遵循阴阳五行生化
收藏之变化规律，及时为自
己治疗，进行科学调养。同
时，通过气功、按摩、药物滋
补等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践行中医养生之道，防病健
身，祛病延年。

近期，工商银行聊城分行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严格按照十
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切实
增强经济新常态下大行担当意识，
做好综合金融服务。聊城分行积极
配合银监分局开展的银行业进走访
工作“增提创”主题年活动，坚持主
动性、真实性、创新性、时效性原则，
积极进企业、走项目、访园区，探索
银企合作的新方略。活动期间累计走
访有融资需求客户42家，对接金融需
求20余亿元，进一步提升了资金端支
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效。

集合优势资源，上下联动进走
访。该行以“增提创”活动为契机，加强
内部联动走访，省、市行联动的专业化
服务团队多次走访重点营销区域，成
功签署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项目投行
集成合作协议，为茌平县区域经济转
型提供产业优势资源引进、企业商业
模式优化、投融资顾问以及投行产品
分销顾问等在内的全方位投行顾问
服务，为当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推动力，展现负责任的大行风采。

发挥大行敢于担当精神，做好
债委会联合走访。组织各成员行定
期开展风险分析评价，走访企业获
取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企业的

“增贷、稳贷、重组”等措施进行集体
研究，及时会同地方政府确定帮扶
方案，支持大中型企业去产能、控风
险。配合债委会序时工作开展，维护
了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增进了
银企互信、提升了金融业服务水平，
使得政银企合作更为透明，意见沟
通更为顺畅，达到了共赢的局面。

(龚轩)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进走访”活动取得新成效

12月13日为国家公祭日！站前
实验小学再次举行升旗仪式，并降
半旗以此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
通过影片等宣传教育活动让每一位
学生都能牢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教育大家时刻
告诫自己“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
爱和平，开创未来”。

(通讯员 胥淑敏)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多亏了章存天天来跟我拉会
儿呱，这个家才没那么冷清。”妹冢
镇牛庄村贫困户李保书深受感动地
告诉记者说。

李保书是一位年近八十的孤寡
老人，不仅没有了劳动能力，精神生
活上也缺少交流和陪伴。

为了提高老人们的幸福生活指
数，牛庄村实行“邻里互助护理”模
式，在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选择有
劳动能力，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作
为护理员，每天到其他贫困户家中
访，这样确保及时掌握被护理人员
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还为
贫困户护理人员提供了劳动岗位，
增加了收入。 (王赛楠)

莘县妹冢镇

“邻里互助护理”

模式助扶贫

挂失声明
车 牌 号 ：鲁 P W 0 1 8 Q ，吉 普

G F A 6 4 6 0 C G C B ，车 架 ：
LWVCAF756FA002653，发动机号：
22950374，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聊

城中心支公司交强险内置式标志：印

刷流水号为：1700273349，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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