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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气的根本属性是运动

2、 生理功能表现为气机升降关系的脏腑是肝

3、 具有化湿而恶湿特点的脏是脾

4、 与气的生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肺脾肾

5、 患者高热， 心烦， 胸腹们之灼手， 四肢厥冷， 舌红苔黄， 脉沉伏。 其病机是阳盛格阴

6、 阴胜则阳病指的是阴寒过盛， 阳气被伤

7、

“

阴在内， 阳之守也
”

所说明的阴阳关系是阴阳互根

8、 最易伤肺的邪气是燥邪

9、 与阴阳相互转化相关的是有条件的

10 、 称肾为
“

气之根
＂

的主要依据是肾主纳气

11 、 唇甲色淡不属拫血致病的临床表现

12 、 浮肿不属
“

肾气不固
＂

的临床表现

13 、 水液运行的通道是三焦

14、 考查对象之间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在方法学上属千比较

15、 脾统血主要是指控制血液在脉道内运行

16 、 《内经》： “阴在内， 阳之守也， 阳在外， 阴之使也
”

是说明阴阳之间的互根互用

17 、 具有司呼吸作用的气是宗气

18、 气机指的是气的运动

19、 四肢肌肉的壮实主要取决于脾主运化功能

20 、 尿不属
“

五液
“

内容

21 、 联结心主血脉和肺司呼吸的中心环节是宗气

22、 正治指的是逆其疾病证候性质而治的法则。



23、 被称为
＂

中精之府
”

的是胆

24 、 决定中医临床病证虚实变化的是正气与邪气的盛衰变化

25 、 肾的生理特性是主垫守位

26、 过度悲伤可以导致的是气消

27 、 中医诊治疾病主要根据的是证候

28 、 具有
＂

憬疾滑利
”

特点的气是卫气

29 、

“

无阴则阳无以化
”

说明的阴阳关系是阴阳互根

30 、 制订
“

利小便即所以实大便
“

治法的依据是小肠泌别清浊

31 、 心的生理特性是主通明

32、 血液运行主要依赖的是心气

33、 决定病证虚实变化的主要病机是正邪的盛衰

34 、 阴胜则阳病的理论基础是阴阳的对立制约

35 、 生成胆汁的物质基础是肝之精气

36、 导致人体生命死亡的根本病机是阴阳离决

37 、 治疗淤血所致的崩漏， 应选用的治法是通因通用法

38 、 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39 、 疾病的发生、 发展与转归主要取决于邪正的盛衰

40 、 据《素问举痛论》， 思则气结

41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原文， 属千
“

阴阳转化
”

病机的是
“

重阴必阳
”

42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阴阳反作， 病之逆从
”

指的病机是清气在下， 浊气在上

43、 清阳发腰理之
“

清阳
”

是指卫气

44 、 男子
“

天癸
＇

产生的年岁在二八



45 、 明确提出治未病的是《素间四气调神大论》

46 、 据《素问疼论》内容，因 “远行劳倦，逢大热” 所致的疼证 ，是骨疼

47 、《咳论》指出六腑咳应当取五俞穴中的合穴剌治

r

♦

会

48、《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细脉主病是气少

49 、 据《素问咳论》，不属咳证成因的是怒气

so 、 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述，若违逆秋季养生原则，冬季可能发生的病是飨泄

51 、 患者，某女，48岁。先因劳役饮食失节，加之忧思，病疼结，胸腹胀满 ， 旦食不能暮食

两胁胀痛，脉弦。最合适的诊断为膜胀

52 、 患者，某女，39 岁。大便干燥如羊粪，艰涩难下，数日 —行 ，腹胀作痛，五心烦热，口

干欲饮，舌红少津，脉细涩。最合适的诊断为塞因塞用

53、 据《灵枢营卫生会》，人体营卫之气大会的时间是夜半

54 、《素问五脏别论》中 “魄门亦为五脏使＇ 的 “魄门” 指肛忖

55 、《营卫生会》所述， “ 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 的意思是营卫不足，卫气内争

56、《百病始生》 “两实相逢 ，众人肉坚＂ ， “两实” 是指正常气候与正气充实

57 、《灵枢天年》指出六十岁人的动态特点是好卧

58、《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气味辛甘 “属阳 ” 的药物，其功能是发散

59 、 起居有节有利于养生

60 、《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代脉的主病是气衰

61 、《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 ＂脾气乃绝” 的原因是味过于酸

62 、《素问五藏别论》归纳的六腑功能特点是实而不能满

63 、 茠笭甘草汤证的病机是脾虚水停

64 、 桃核承气汤证的治法是活血化捩，泻下里热



65 、 五笭散中不应见心下痊

66、 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蜗龙骨救逆汤证的病机为汗伤心胸阳气，水饮痰邪扰心

67、 患者心下不适 ， 按之则痛， 舌红，苔黄厚而腻， 脉浮滑， 治宜小陷胸汤

68、 乌梅丸的主治证是久利

69 、 十枣汤在服法上要求平旦服

70 、 大青龙汤的主治证候是表实兼内热烦躁

71 、 患者高某，男 ， 50 岁 ， 脱肛 3 月余。 诊见胸闷腹胀 ， 肢体困重，烦热口苦 ， 疲乏神倦，

小便短赤，大便秘结 ， 舌边尖红，苔中心黄腻， 脉弦滑数。 应以葛根芩连汤为主

72 、 阳明清法三证是热郁胸隔证、 胃热弥漫津气两伤证和阴虚水热互结证

73 、 本为太阳病，几经发汗， 又经攻下，今见不大便五、 六日 、 从心下至少腹硬满痛，拒按，

口干舌燥，日哺稍有潮热，当用大陷胸汤

74 、 病人发热恶寒，热多寒少， 面有热色，身痒， 宜用桂枝凉黄各半汤

75、
“

风寒外束，经气不舒
”

是葛根汤证的病机

76、 霍乱的症候特点是突发呕吐而利

77、 患太阳中风 ， 医师初诊误予攻下，药后证见发热，不恶寒， 喘而汗出，利下不止，治疗宜

用葛根芩连汤

78、

“

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
“

用牡蜗泽泻散治疗

79 、 伤寒，疻热在里，身必黄 ， 麻黄连招赤小豆汤主之

80 、 《伤寒论》中，通过发汗而止利的汤方是葛根汤

81 、 柴胡桂枝汤方组成是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各取半量

82 、 少阳病发热恶寒特点是恶寒发热交替

83 、 生姜泻心汤方与半夏泻心汤方的不同点是半夏泻心汤加生姜减干姜霆



84、 搜集仲景旧论 ， 整编成册而为《伤寒论》的医家是王叔和

85 、 "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 病机是阴虚津液不足

86、 秋燥，症见发热，干咳无痰，气逆而喘，咽干鼻燥 ， 胸满胁痛，心烦口渴，苔薄臼而燥，

治宜清燥救肺汤

87 、 春温后期，身热，心烦不得卧，口干咽燥 g 舌红苔黄 ， 脉细数，病机为肾阴耗伤，心火炽

盛

88、《素问经脉别论》
“生病起于过用“ 观点，提示我们治病应该以平为期

89、 风温邪热壅肺之表现为身热，咳喘，舌红苔黄，脉数

90、 湿温，症见发热口渴，胸疤腹胀，肢酸倦怠，咽肿溺赤，小便黄赤 ， 苔黄腻，病机为湿热

交蒸，酿成热毒

91 、 身热面赤，斑疹心烦，四肢厥冷，汗出不止，舌暗绛。只病机为疲热内结，逼迫气阴

，

92、 伏暑的发病季节秋冬

93、 风温邪袭肺卫 ， 如兼肺热较甚，口苦，咳甚胁痛者，可用桑菊饮加黄芩

94、 大头瘟的治疗原则是疏风透邪， 清热样毒

95 、 身热壮盛，头晕胀痛，口渴引饮，手足躁扰，四肢抽插，舌红苔燥 ， 脉象弦数 ， 治宜白虎

汤加羚角钩藤汤

96、 在湿温病的治方中，王氏连朴饮属 ＂辛开苦降
＇

97 、 湿热类温病证不可采用汗法治疗

98、 暑湿病 ， 患者身热稽留，胸腹灼热，呕恶， 便浦不爽，色黄如酱，苔黄垢腻，脉滑数，其

辨证是暑湿挟滞，阻结肠道

99、

“男子黄小便自利
＇ 者 ， 治用小建中汤

100、 麻黄加术汤所治湿病的表现是湿家身烦疼



101 、

“

缓中补虚
”

从方药功用看的含义应是祛邪为主， 茉以扶正

102 、 五笭散的主症是
＂

渴欲饮水， 水入即吐
＂

103 、 桂枝茠笭丸的功效是消疻化癌

104、 风湿历节的主方桂枝芍药知母汤

105 、 女劳疽最具特征的临床表现是额上黑， 小便自利

106、 中风邪在千经的特点是即重不胜

107、 胸痹表现为
“

心中痊， 留气结在胸， 胸满，胁下逆抢心
”

， 偏虚者治疗选用人参汤

108、 以苦冒眩为主症的心下支饮证， 仲景泽泻汤主治

109、 附子梗米汤所治证的病机是脾胃虚寒， 水湿内停

110 、 栝楼雍白臼酒汤证的典型脉象是寸口脉沉而迟， 关上小紧数

111 、 麦门冬汤中麦冬与半夏比例为7: 1 

112 、

“

饮水流行， 归千四肢 ， 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痛重
”

为溢饮

113 、 麻黄须
“

汤泡
”

后再煎的方剂是麻杏改甘汤

114、
“

男子消渴， 小便反多 ， 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
”

者， 治当用肾气丸

115 、 后世养血调经名方四物汤是从《金匮要略》中的胶艾汤方剂化裁而成

116、 湿热发黄与其他原因引起发黄的鉴别要点是小便利否

117、 温经汤证腹满的机理是淤阻气机

118、 血痹的成因是营卫不足， 感受风邪， 血行不畅

119、 血痹的病因是感受风邪， 血行不畅

120 、

“

脉沉， 渴欲饮水， 小便不利者， 皆发黄。
“

其病机是湿热发黄

121 、 消渴病见渴欲饮水， 口干舌燥者 ， 病属热伤气津

122 、 小青龙汤既能治疗支饮又能治疗溢饮



123、 具有软坚散结功效的药物是牡蜗

124、 患者，男，25岁。 院腹胀满疼痛，嗳腐吞酸，呕吐不消化食物，大便不爽，舌苔厚腻，

脉滑。 用消积导滞法治疗，应首选积实

125、 具有祛风胜湿止痛功效的药组是防风 、 羌活、 石本  

126、 患者，男，42岁。 全头胀痛，急躁易怒，口苦胁痛，面红目赤，便秘淩赤，舌边尖红，

苔黄，脉弦数。 首选药组是龙胆、 枙子

127、 可治—切血虚血滞引起的病证，而血分有寒者最为适用的药物是当归

128、 寒湿带下不属滑石的主治病证

129、 患者，女，35岁。 咳嗽咯痰，色黄质黏， 咳时伴有胸闷憋气大便干结，舌体胖大，苔

白腻，脉滑数。 宜首选瓜萎

130、 患者患痹证，两膝关节红肿，给服—种药物（《本草纲目》认为该药无毒），结果引起中

毒反应，该药物是生马钱子

131、 患者，男，30岁。 右下腹持续隐痛，轻度阵发性加剧，有轻度发热，恶心，胃纳不香，

大便干结，小便微黄，苔臼厚腻，脉弦滑。 宜首选芒硝

132、 辛味药物的主要作用是行气、 活血

133、 既能回阳温中，又能温肺化饮的药物是干姜

134、 行气不属苦味药作用

135、 患者，男，70岁。 心气不足，脉结代，心动悸。 首选药物是甘草

136、 外用解毒杀虫疗疮、 内服补火助阳通便的药物是硫黄

137、 木香的功效是行气止痛

138、 淫羊翟、 巴戟天共同的功效是补肾壮阳，祛风除湿

139、 为增强活血祛疻药的功效，常与活血药配伍的药物是理气药



140、 既能消食除胀，又能降气化痰的药物是莱眼子

141、 红参用于抢救虚脱，入汤剂的剂量是15 ~ 30g 

142、 一般具有升浮作用的药物气味是辛、 甘 ， 温 

143、 患者，女，60岁。 身热恶寒，项背强直， 下痢臭秽，肛门有灼热感，苔薄黄脉数。 首选

药物是葛根

144、 剌荌黎与菊花具有的共同功效是疏散风热，平肝明目

145、 赤石脂的功效是涩肠止泻，收敛止血，敛疮生肌

146、 雄黄内服剂量为0.05 ~ 0.1g 

147、 生牡蜗宜治的病证为癒瑕积聚

148、 炮制方法中，可降低毒性的是甘遂醋制

149、 茵陈窝的主治证是湿热黄疽

150、 患者，男，30岁。 胃院冷痛，绵绵不止，遇寒加剧入得温则减口淡不渴，泛吐清水，

呃逆呕吐，舌淡，苔白滑，脉弦。 宜首选高良姜

151、 患者，男，45岁。 夏天感寒，头痛，发热恶寒，无汗兼有腹痛腹泻，舌淡红 ， 苔白腻，

脉浮数。 首选药物是香需

152、 善治乳病，人称
＂

乳病良药，通淋妙品
＇

的药物是蒲公英

153、 善治脾虚久泻的药物是英实

154、 患者，男，38岁。 头晕目眩，耳鸣如蝉，心悸而烦，夜眠不实。 首选的药物是磁石

155、 具有补肝肾、 强筋骨、 利水通淋、 引血下行功效的药物是牛膝

156、 患者，女，65岁。 月经淋沥不断，腰膝酸软，行走无力，五心烦热，失眠健忘，舌红，

苔薄脉细。 宜首选龟甲

157、 五味中既与味觉又与嗅觉有关的是涩



158、 患者，女，30岁。 感冒初起， 头痛， 历塞， 微恶寒， 身热， 咽喉干痛， 疲少不易咳出，

舌苔薄黄， 脉浮数。 宜选桑叶

159、 患者， 男，50岁。 口干咽燥，声音嘶哑，干咳，痰少黏稠 ， 五心烦热，颤红躁怒，舌红

少津， 脉细数。 宜首选秦苀

160 、 桑臼皮治疗的病证是肺热咳喘，痰多壅盛

161 、 具有破血、 行气止痛功效的药物三棱、 我术

162、 患者， 男，45岁。 咳嗽， 咯吐痰涎， 色臼清稀， 鼻塞流涕。 首选药物是归肺经

163、 患者，女，31岁。素患肠病，连日来右下腹阵阵作痛， 口苦便干。 宜与大黄配伍使用的

药物是牡丹皮

164 、 具有养心安神， 敛汗功效的药物是酸枣仁

165 、 患者，女，60岁。五年前突患中风，并已有风湿顽痹多年，渐有风湿邪痹入侵脏腑之势，

近日又患翻疮。 治疗宜首选的药物是薪蛇

、

166、 既能补益肝肾， 又能收敛固涩的药物是山栠萸  

167、 治疗下元虚冷， 肾不纳气之虚喘的药物是沉香 

168 山茉萸的性味是酸、 涩，微温
、

169 归经含义指的是药物对于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
170、 桔梗的功效为宣肺化痰， 利咽， 排脓

171、 功能甘淡渗泄， 利水渗湿， 兼能泄热的药物是泽泻

172、 患者，女，45岁。 冲任虚损， 崩漏下血， 月经过多， 淋沥不止， 心悸头晕， 面色无华，

舌淡脉细。 宜首选阿胶

173、 具有祛风解表、 透疹消疮功效的药物是荆齐

174 、 具有固精缩尿， 涩肠止泻功效的药物是金樱子



175 、 既有安神之效又能平肝潜阳的磁石、 龙骨

176、 祛风湿、 退虚热， 又能利胆退黄的药物是秦苀

177、 患者， 男， 40岁。 外感风寒，头痛， 上肢酸痛， 畏寒， 舌淡， 苔臼，脉紧。 宜首选羌活

178、 能补肾阳， 强筋骨， 祛风湿的药物是淫羊翟

179、 山橙的功效是消食化积， 行气散祭

180、 用治水肿 、 淋证 、 肝热目赤宜用车前子

181、 前人称为
＂

疮家圣药
”

是指连翘

182、 治老人虚人便秘， 肠燥津液不足， 首选的药组是火麻仁、 郁李仁

183、 肉桂在芍药汤中的配伍意义是防苦寒伤中， 助行血之力

184、 活血祛淤属
“

八法
”

中的消法

185 、 十枣汤的用法为芫花、 甘遂、 大戟研粉 ， 大枣煎汤送服

186、 止嗽散的组成中含有百部

187、 龙胆泻肝汤中多用苦燥渗利伤阴之品， 为使祛邪不伤正， 故方中配伍使用了生地、 当归

188、 嵩芩清胆汤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赤茠笭

189、 麻杏石甘汤的功效是辛凉疏表， 清肺平喘

190、 骨蒸潮热不属清营汤证

191、 当归六黄汤组成中用昼需
“

加一倍
＂

的药物是黄苠

192、 温经汤和生化汤均含有的药物是当归、 川苇

193、 具有行气疏肝、 散寒止痛功用的方剂是天台乌药散

194、 由大黄、 芒硝 、 桃仁、 桂枝、 甘草组成的方剂是桃核承气汤

195、 患者面色萎黄， 饮食不化， 四肢乏力， 肠鸣泄泻， 舌淡， 苔臼腻，脉虚缓。 治疗应首选

的方剂是参笭白术散



196、 杏苏散的君药有杏仁

197、 四物汤与归脾汤中共有的药物是当归

198、 提出
“

八法
”

的清代医家是程钟龄

199、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收载方剂的医书名为《五十二病方》

200、 恶寒发热， 无汗头痛， 肢体沉重酸楚疼痛， 口苦而渴， 舌淡苔臼，脉浮， 最宜选用九味

羌活汤

201、 八正散与小蓟饮子两方组成中均含有的药物是木通、 滑石

202、 麻黄、 杏仁同用的方剂是麻黄汤

203、 生化汤的主治病证是产后血虚， 寒凝旅阴证

204、 至宝丹的功用是清热开窍，化浊解毒

205 、 黄连、 黄芩、 黄柏并用的方剂是黄连解毒汤

206、 败毒散中的君药是独活、 羌活

207、 定喘汤中用以清肺泄热、 止咳平喘的药物是黄芩、 桑白皮

208、 可用千脾气不足之肌衄证的方剂是归脾汤

209、 炙甘草汤中不含当归

210、 炙甘草汤中不含熟地

211、 配伍上体现润燥与理气合用的方是贝母瓜萎散

212、 补中益气汤中配伍黄苠的用意是补气升阳

213、 川苇茶调散中， 善治少阳、 太阳、 阳明经头痛的药物是川苇、 芜活、 白芷

214、 大补阴丸的药物配合中体现了滋阴药与清热降火药相配， 培本清源， 两者兼顾的配伍特

点

215、 连翘不是羚角钩藤汤的药组



216、 炙甘草汤中用量最重的药是生地

217、 最能体现王冰所谓 “益火之源，以消阴豁” 之意的药方是肾气丸

218、 当归补血汤中有而四物汤中没有的药物黄苠

219、配伍体现了苦寒直折的方剂是黄连解毒汤

220、 组成中含有四君子汤的方剂是健脾丸

221 、 患者近日皮肤湮痒，全身皮肤有红色疹点，抓破后渗出津水，舌苔薄黄，脉浮数。 治疗

应首选的方剂是消风散

222、痛泻要方主治痛泻之证，痛责之肝

223、因肝火犯肺，肺络受损而致咳嗽痰中带血，心烦易怒，胁痛苔黄，脉弦数者，治宜用咳

血方

224、 清燥救肺汤中体现 “损其肺气益其气” 的药物是人参：仓草

225 、 普济消毒饮组成中含有的药物是僵蚕陈皮桔梗

226、 生化汤与当归四逆汤均具有的作用是温经养血

227、银翘散，桑菊饮中共有的药物为连翘、 桔梗、 甘草、 薄荷、 芦根

228、患者胁肋疼痛，吞酸吐苦，口燥咽干，舌红少津，脉虚弦。 治疗应首选的方剂是一贯煎

229、小建中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倍用芍药并加抬糖

230、积实雍白桂枝汤的功用是通阳散结，祛痰下气

231 、 天台乌药散的配伍体现了行气药与散寒药配伍

232、胸痛彻背不属吴茉萸汤的主治病证

233、具有逐疻泻热功效的方剂是桃核承气汤

234、 小青龙汤中主治外寒的药物是麻黄 、 桂枝、 细辛

235 、 睡眠中小便自行排出，醒后方知属千肾气不足，膀胱失约



236、 口苦，咽干 ， 寒热往来，胸胁苦满，脉弦，其证候是少阳病证

237、 具有绷急弹指，如牵绳转索特征的脉象是紧脉

238、 舌苔剥落不全，似有新生颗粒者为类剥苔 4

239、 月经淋沥不断，色红，伴头晕耳鸣，烦热，腰膝酸软，脉细数无力，最宜诊断为肾阴虚

证

240、 患者症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无汗而喘，脉浮紧，可辨证为太阳伤寒证

241 、 胸闷不适，心悸气短属于心气不足，心阳不振

242、 风寒犯肺证与风热犯肺证的共同特点是咳嗽气喘

243、 牙踉红肿疼痛者，病因是胃火亢盛

244、 虚喘的原因是肺肾气虚

245、 舌质红，苔黄腻，多见于湿热内蕴

246、 颈肿眼突，可诊断为瘦瘤

247、 望色诊病时，恶色的特点是面色枯搞

248、 以口苦咽干 ， 目眩，寒热往来，胸胁苦满为主要表现的证候是少阳病证

249、 营分证的基本特征是身热夜甚，心烦谑语，舌红绛

250、 气滞血疻的痛证可见涩脉

251 、 身大热，汗大出，大渴引饮，面赤气粗苔黄燥，脉洪大者，属阳明经证

252、 发热恶热，烦躁，口渴喜饮，汗多，大便秘结，小便短黄，面赤，舌红绛，苔黄 ， 脉数

有力，证属火淫证

253、 吐舌和弄舌一般都属心脾有热

254、 头胀痐多随情绪发生变化属千气滞的临床表现

255、 因阳热有余，蒸腾胃中腐浊之气上泛所形成的舌苔变化是腐苔



256、 五六岁小儿平脉至数为一息六至

257、 四季平脉中夏季应为微钩

258、 肾气虚弱可见尿后余沥

259、 咳嗽胸闷，气湍息粗，咳吐脓血腥臭疲 ， 胸痛，发热口渴，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属痰

热壅肺证

260、 头晕胀痛，头重脚轻，舌红少津，脉弦细，是因肝阳上亢

261、 水饮内停的脉象常见沉弦

262、 风寒表证的特征是恶寒重发热轻

263、 浮滑的脉象主病为风痰上扰

264、 咽喉红肿高突，疼痛剧烈，吞咽困难，称为喉病

265、 以院腹胀痛走窜嗳气，肠鸣矢气等为主要表现的证候是肠气滞证

266、 胆郁痰扰证最常见的原因是情志不遂

267、 与濡脉、 细脉、 缓脉所主病证均相关的是湮邪为病

268、 心悸怔忡，心胸憋闷，气短自汗，神疲乏力 ， 畏冷肢凉，舌淡胖，苔白滑，脉弱，属心

阳虚证

269、 寒包火证属千表实寒里实热证

270、 症见面色晦暗 ， 或见赤缕红丝，胁肋痊块作痛，肢体不利，女子行经腹痛或经血有块。

舌紫或有密斑 ， 脉细涩。 证属淤血阻络

271、 上下口唇紧聚为口撮

272、 头痛，痛处固定，痛如针刺者属千疻阻脑络证

273、 五更泄泻，下利清谷，属脾肾阳虚

274、 心悸怔忡不属心火亢盛证的临床表现



275 、 两颗潮红， 见千阴虚内热

276、 患者心悸健忘， 失眠多梦，头晕面白， 唇舌色淡，脉细， 宜诊为心血虚证

277、

痛处游走不定， 或走窜攻痛属于走窜痛  4

278、 患者，女， 35 岁，三个月来因劳累过度而现头晕目眩，少气懒言， 乏力自汗， 面色萎

黄， 心悸失眠， 舌淡嫩，脉弱， 屁气血两虚证

279、 小儿复季长期发热不止， 兼见烦躁、 口渴、 无汗、 多尿等症， 至秋凉不治自愈， 其病机

是气阴两虚

280、 少腹冷痛， 阴部坠胀作痛， 或阴器收缩引痛， 舌淡， 苔白润，脉沉紧者， 属寒滞肝脉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