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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李白《菩萨蛮》

➢庾信《哀江南赋》云：“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释

名》卷五：亭，停也，人所停集也。亭，就是古代设在路
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

➢题目中的所谓“站点”，即拔罐法

发展的几个时间节点。

➢我国拔罐疗法虽然历史悠久，但只



是流落民间一种技术。

➢上一世纪50年代被挖掘出来之后，才凭借针灸疗法而被

知晓和应用，成为一种“疗法”，并走进了教科书，从而
迅速发展。

1.不属于针灸疗法

➢拔罐法与针刺疗法的关系密切，两者均属于外治法。然

拔罐法并不属于针灸疗法范畴。

➢一些针灸辞典中收有不少拔罐疗法的词条，如拔罐法、

拔罐疗法、火罐气、火罐法、拉罐法、煮拔筒、抽气拔罐
法、垫罐法、挤压拔罐法、煮针罐法、刺络拔罐、刺血拔



罐等等。其中只有针药罐、煮针罐法、刺络拔罐或刺血拔罐
等数条属于针灸疗法范畴。大部分的词条，都是上错了辞典。

2.游泳健将的紫红色的罐印

➢2016年31岁美国游泳老将菲尔普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获得3金一银，但几乎所有媒体的聚焦点，不在其获得的
金牌和银牌上，而是聚焦在其身体的紫红色罐印（罐斑）上。

➢《中国中医药报》将罐印称之为“中国印”。《人民日报》

8月16日发表了题为“拔火罐，世界人民都欢

喜”的文章。这些欢呼和兴奋，其实有点过

火。



3.不是传统中医独有的

➢拔罐法的应用存在于许多民族与文明的传统医学中，从

欧洲、阿拉伯地区、印度、南亚甚至南美土著都存在相似
的疗法。

➢拔罐疗法在西方称为“杯术”，或“杯吸术”。古代欧

洲对拔罐应用最多、介绍最为详尽。到 19 世纪中期，随
着西方医学由传统的技术向科学发展演变，最先受到冲击
的就是传统疗法中的放血疗法，继而是拔罐法。虽在20世
纪中叶仍然拔罐法仍继续采用，但仅在民间流传。

➢2017年黄亚俊在《青囊·辛夷花开》中发表的“拔罐简



史”一文，对拔罐疗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论述。文中称：
“拔罐技术不是源于中国，而是首见于西方。”认为“可
能是有外国商人由福建沿海传入内地，更可能是由荷兰传

入日本后再传入中国。”又云：“亦有可能从陆上传播而

来”。

➢遗憾的是，作者将认为“首见”与“所传”相混淆，其

逻辑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依据。中国拔罐法在其发
展中或受到西方及印度的影响，但难言是“所传”。

➢朱兵《系统针灸学—复兴“体表医学”》（2015年）中

对世界各地的拔罐疗法进行了详尽介绍。



➢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2016年）：“由于传统

医学本质相同，因而当在不同地域或文化体系中看到相同
或类似的理论、治疗方法时，实际上很难判断其究竟是多
源独立发生，还是源于交流传播。”

➢廖育群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31卷第3期上发表

的“‘杯吸’与‘蛭吸’”的中外比较研究”，对中外拔
罐法介绍颇详尽。

➢建议研究拔罐疗法的学

者，应该认真阅读一下

上述文章与著作。







4.现在常用，不等于“独有”

➢虽然在我国拔罐法很早就有文献记载，但是从历代文献

来看，不但记载很少，应用病种也不广，流传的范围主要
在民间，临床上更加极少应用。至于拔罐与针刺同施，据
杨永璇先生1962年记载：先师早在五十多年前（按：1912年
前），主张火罐与针灸并用 ，以 提高疗效 ，并自制铜罐，
以供临床之需。刺络（血）拔罐法的再次兴起时间则更短。

➢因目前西方主流医学已摒弃了拔罐法，于是一些学者便

误以为拔罐疗法中华独有，历史悠久。

➢由于拔罐法又具有保健作用，故近来其落户美容院，成



为招揽顾客的手段之一。一些厂家用塑胶做成挤压式，方

便患者自己操作，让拔罐法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庭常备
的保健器械。

5.“挖崛”与创新

➢许多人对中医的“挖崛”颇为不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挖崛”也是创新。拔罐法虽古已有之，但倍受重视，大
力推广，却在1953年被挖崛之后。其后又依附针灸疗法，
进入教材，从而成为中医家族新成员。现在拔罐疗法已成
为针灸重要的辅助疗法。若无挖崛，便无拔罐疗法的新生。

➢由于针灸疗法常常与拔罐法相伍，拔罐法也是针灸临床

医师应该掌握的技术。因此对其进行探讨，促进其在临床
上的运用，深有必要。



二.拔罐疗法的五个“站点”

（一）源自吮吸

1.拔罐法源于吮吸是人类的本能，也是自疗的方法之一。
如受伤后会不由自主地用嘴吮吸患处；妇女若发生乳房胀
痛，在小儿吮吸后胀痛可减轻；皮肤患痈疖等出现化脓时，
如吸吮去除局部脓血，则疼痛减轻，于是认识到吸吮可以
治疗某些疾病，此为拔罐疗法

之滥觞。

2.历史上有关吮吸治病的记载



（1）《庄子》：“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

得车一乘（音：shèng。古代称四马一车的兵车为一乘）；
舔痔者，得车五乘。”

（2）《史记》记载：战国初期军事家吴起与“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3）《汉书》记载：西汉“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
之”。

（4）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1078)卷二记载：

➢李行简父患痈极痛楚，以口吮其败膏，

不唾于地，父疾遂平。李行简以孝受到

了真宗皇帝的召见。



（5）《外科启玄》（1604年）：“亦有用口吮其脓”。

（6）日人原昌克《丛桂偶记》（1799年）专列“吮痈”一
节，记载了日本水户城西饭富村一贫鲁农夫，曾卖身为疡
医家奴。后辞还乡里，无他技，为人吮疽。

（7）《理瀹骈文》（1870年）：

小儿初生，二便不通。大人漱口，咂吸儿前后心、两足
心、手心、脐下，以红赤为度。

（8）郝鸣昭等.拔罐疗法在欧洲的发展（2021年）

拔罐疗法在欧洲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

人时期，以“口吸法”的形式进行操作。



（二）拔罐疗法的5个“站点”

民国以前的拔罐法，流行于民间，操作者或为老妪，或
为女巫，其记载则散载于多种文献之中，现梳理简介如下。

上一世纪50年代以前， 拔罐法被称为“术”或“法”，
影响不大，发展缓慢，似如牛车。

➢第一个“站点”：《五十二病

方》（西汉）

➢第二个“站点”：《肘后方》

（东晋，梁）



➢第三个“站点”：《外台秘要方》（唐）

➢第四个“站点”：《外科正宗》（明）

➢第五个“站点”：《本草纲目拾遗》（清）

据目前所掌握文献资料，第一个“站点”，罐具使用动

物之角，为手术治疗牡痔之辅助方法。第二个“站点”，为
角法治疗痈疽 之禁忌症。第三个“站点”，对后世影响较
大，可能受到印度或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使用水煮竹筒，出
现了刺络拔罐法。第四个“站点”主要用于外科排脓。第五
个“站点”，对后世影响也较大，使用的是陶罐和燃火排气
法，治疗病症为杂病。



1.第一站：《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的文物，是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
《五十二病方》是最为古老的传统医学方书。公元前 400 
年时，放血和拔罐已被埃及人广泛使用，《五十二病方》
与之几乎约在相同的历史时期。

➢《五十二病方》在牡痔条下计有四条，其三记载了角法

在手术疗法中的应用，反映了2200年前我国的医疗水平。

（1）“角法”原来真用“角”

➢日本今村亮衹卿《医事启源》（1862年）：



角法，义未详。或云：角者，咮（zhou）也，咮形似针。

吴仁杰曰：《诗·行露》：谁谓雀无角？盖古谓咮为角，以
针刺人体，犹雀之啄物也。”（按：《说文》： 咮,鸟口也。从
口,朱声。与噣略同。）

又云：角法始出于《肘后方》。拔罐器具为竹筒。

➢ 说明其对西人拔罐法和中医角法之间关系认识不清晰。

➢1924年裘庆元编辑《三三医书》丛书时，将《医事启源》
收入第一辑。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八期第一集

“三三医书评”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本



书：凡西人医学新奇之处，莫不于中医古籍得其源本，而
特为表彰。

➢1930年秦伯未在《实用中医学》中加以引录。

说明至少在民国时期，中医界尚不知古之角法即使用动
物之犄角，甚至将其与针刺混为一谈。

（2）《五十二病方》中“角法”原文

➢“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覈（核）者方：以

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
以刀......”

（3）几点争议



➢陈泽林认为：在马继兴、李学勤的论文《我国现己发现

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中，首次提出了角法
的概念：“角法：这是类似后代的火罐疗法，用以治疗牡
痔。”

➢查马李文章初刊于文物出版社的《五十二病方》（1979）

中。早在1975钟益研、凌 襄在《文物》第9期 有同名文章，
文中关于角法的文字也与马李之文一致。怀疑钟、凌即马
继兴、李学勤之化名。（按：钟益研似为中医研的谐音；凌襄
可能是长沙下辖的宁乡谐音，是否为其时居住地。待考。）

➢1956年王文锦在《竹管疗法》序中最早指出：

“角法即以兽角来拔病”。



➢小角：《马王堆医书考注》：“用牛、羊角做成的小火

罐”。“小角”不是指角之前端或尖端。“前”，甲骨文
中有。“尖”字最早见于南朝《玉篇》。若用尖端，也可
使用“端”字，《灵枢·经脉》用的就是“端”。

➢廖育群先生认为是“小角”是角的细小前端，这是值得

商榷的。如“小角”是角的细小前端，那么，廖育群先生
以下两个问题其实就不是什么问题。

①角之后端面积较大，并不适于“

口罐”。用什么方法才能造成角内

负压？



②虽说医者在古代属于“百工贱业” 但如果是靠嘴吸造
成并保持角中的负压，他们能够将颜面置于患者肛门附近
长达“如熟二斗米顷”的时间吗？

➢陈泽林认为：吸拔方法是“煮热角法”，即以水煮热排

气。原文中并无吸拔方法，陈氏似将后之煮竹筒法当成动
物之角也使用水煮法，然缺少依据。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是用兽角做成的，故称“号角”。

➢犹太历的每年七月初一，要吹响弯曲的公

羊号角宣布和庆祝新年。



➢古人以动物之角制作号角时，将角之大端磨平，尖端打

孔。故可以推测《五十二病方》中的角的制作与之相同。

➢尚志钧1980年撰文指出：牡痔为突出于肛周表面的血栓

性外痔。血栓性现代临床常以手术切除或手术切开剥离血
栓为主。古代医家为了便于手术操作即采用了火罐负压把
痔核吸出进行手术的方法和现代采用负压吸肛检查器的原
理是一致的，对痔核的结扎，剥离和现代手术近似。

➢陈少明2009年指出：外痔手术方法是由远古春秋时期所

流传而来，与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在其论文中所描述的
痔的灼灸、切割术为同一个时期；比古罗马凯尔劳斯澄



（公元前25-公元14年）在他编辑的《医学》一书中简述的
肛瘘切割术和痔的结扎术及切除术更早。

➢可以推测在治疗时当将角之后端置于肛门附近的“牡痔”

之上，用嘴在角尖端之孔吸气后，再用腊、黏土等封闭角
尖之小孔。

➢血栓性外痔通常具有剧烈的持续性疼痛和肿胀包块。据

辛英等1994年在“单次拔罐前后的痛阈及皮温观察”中报
道，拔罐在局部止痛和改善血液循环上均达统计学显著性
水平。故长时间使用角之目的，恐怕不是为了让牡痔更加
突出，便于手术，而是拔罐具有止痛之效，使牡痔麻木，



以减少疼痛。此看法尚缺乏临床和实验支持，有待进一步
研究。

➢张角：《五十二病方注补译》（2005年）解释为“痔孔

扩大，痔被吸出。”其实，这里的张应该有分开、离开之
意。张角，即将角从吸拔处移除，否则无法“絮以小绳，
剖以刀”。

（3）印度和古欧洲之角法

➢《妙闻集》在13章“水蛭应用”：吸血用具有三：（牦

牛）角、蛭、葫芦。但病因不同，所采用的治疗工具亦有
不同。角具湿性，适用于“体风素”性恶化之血。



使用吸角子时，先在应吸部位施以乱刺，然后用薄布缠裹
吸角边缘，将吸口对准应吸之处吸出血液。或在葫芦中置
灯，以行吸血之法。（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

2002年）有学者认为《妙闻集》是伪书，但是否伪书，但与
此条记载无关。

➢关于拔 罐的最早记载还见于公元前 3 3 0 0年出土于美索

不达米亚地区印有拔罐图标的陶片。第 一 批 阿 拉 伯
人 — 亚 述 人 使 用 动 物 犄 角 和 竹节 来 拔 罐 ，用以治
疗头痛、偏 头 痛 、高血压及虫兽叮咬。此后 拔罐疗法传
播到埃及和欧洲，与此同时，可能也可传播至中亚，包括
中国和日本。（按：古时中国使用动物之角和竹筒是否与上所述



有关，有待考证。）

➢公元前 4 0 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

前4 8 4年 -前 4 2 5年 ）记载古埃及曾使用“干 罐 ”以及
“湿罐”疗法。希 波 克 拉 底 （公元前 4 6 0年 -前 377 年 ）
对拔罐及其作用进行了精确的描 述。在罗马，黄铜或青铜
制的罐具被广泛用于浴室中。罗马人借助灯具作为热源和
皮肤划痕器进行拔罐。（郝鸣昭等.拔罐疗法在欧洲的发展，
2021年）

2.第二个“站点”：《肘后方》
➢原书已佚。原文关于角法的内容计一条，另外尚有二条
与之有关条文，现一并介绍。
（1）原文



姚方 （按：姚方，指姚僧垣《集验方》）若发肿至坚，而
有根者，名曰石痈。当上灸百壮，石子当碎出。不出者，
可益壮。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
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

（2）关于“针角”

➢《肘后方》中关于角法的记载主要为禁忌症。《肘后方》

中治疗痈疽多用外治内服，也有使用针灸者，言及角法，
仅此一条，而且为禁忌。故无法知晓其时角法的工具和操
作方法。

➢一般而言，针砭是指针刺与砭石，针灸指针法和灸法，

针药是指针法与药物。那么，针角似指针法与角法。故



“针角”似不是指针刺之后再加角法，而是指针刺与角法。

➢有人认为其中所言“针角”治法是现代针罐法或刺络拔罐

法的雏形，是欠妥的。似不能以今测古。古人自有古人的智
慧和说法，如《伤寒论》之“温针”，就是针后加灸。

（3）现代误用之报道

➢《中国针灸》 2020 年第 3 期发表了尚宗杰、单 凯、陈
波，等“误用拔罐致疖肿扩散案”的报道，可参考。

（4）相关附文二条

➢疗猘犬咬人方：

先嗍却恶血，灸疮中十壮，明日以去，日灸一壮，满百



壮乃止。姚云：忌酒。”

有人认为本条为角法。然文中并未言及“角”法。是否

“嗍”之前遗漏“角”字，已不可考。但仅凭一个“嗍”
字，似不能肯定就是使用角法。亦有可能原本直接使用了
口“嗍”。

➢徐玉治虵（蛇）毒方

又方：先以无节竹筒，著疮上，镕蜡及蜜等分，灌筒。
无 蜜，单蜡亦通。

此为外治疗法中的热敷法，且非拔罐法。但从此条可以



知道，其时临床已经使用无节竹筒。蜡、蜜的使用也相当
普遍。这些为后来以竹筒作为罐具奠定了基础。

（5）附录：

➢《医心方》（ 982年）治足尰（肿）方

又陶氏：......若数日不止，便以甘（按：甘者，美好也。有

人改为“小”字，乃以今测古，古人自有其时用语习惯。）刀破
足第四第五趾间脉处，并踝下骨解，泄其恶血，血皆作赤
色，去一斗五升，（按：1斗约2000ml，恐言其多，而非实数。
人体的血容量约占自身体重的7%-8%左右。也就是一个50kg体重的

人，体内的血容量大约为3500-4000ml左右。）亦无苦。若在余



处亦破之。而角嗽去恶血都毕，敷此大黄膏......

（按：1.此条是否陶氏《肘后方》中原文，尚有待考证，故作附于
此；2.“角嗽去恶血”亦为刺络拔罐法，较《外台》（752年）为
晚。3.如此大量出血，与中医基本理论与《内经》刺血法不符。疑
来自印度。）

➢《太平广记》（978年）卷二百一十八：有范光禄者得病，

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
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
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刀针（按：针，

刺入也。）其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



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
录》）

➢《医心方》中还载《耆婆方》：刺内踝上大脉，血出即愈。

（按：1.《医心方》所载的治疗足肿方，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的影响。
自白马驮经，佛教传入，印度医学也被带入中土。故晋唐之《肘后》
《千金》《外台》等都存有来自印度医学内容。如《外台》卷第二十
一“天竺经论眼”，为龙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
授。对于西传之医学，中国医学则以博大胸襟予以接纳，并融合到原
有的体系之中，同时将那些与不符合中医理论与 临床内容，则予以
舍去。所以有人说什么“纯中医”，是不知医史，闭着眼睛乱说一气。
2.可参阅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2013年）。 ）



3.第三个“站点”：《外台秘要方》（752年）

➢《外台》中关于“角法”计有3条：

（1）治疗石痈

《备急》疗若发肿至坚而有根者，名曰石痈也方。（按：

“方”字似为衍字。高文铸：“《外台》所引《备急》，亦未明确
作者姓氏”。）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
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

➢本条基本与《肘后方》所载同，《肘后方》称出自姚僧

垣《集验方》。这些文字，是对医者之告戒，而不是直接
论述“针角”。



（2）疗蝎螫人方

《古今录验》（按：《旧唐书·经籍志》题甄权撰，而甄权传
称甄立言著。据本文中有“又言甄立言”，似甄权所撰，而非甄立
言所著）：又甄立言以此蝎毒阴蛇，即非蜂、蜈蚣之辈，
自有小小可忍者，有经一日一夜不可忍者，京师偏饶 此虫，
遍用诸药涂傅不能应时有效，遂依角法。以意用竹依作小
角，留一节长三、四寸，孔径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细
竹作之。才令搭得蜇处，指用大角，角之气漏不嗍，故角
不厌大，大即嗍急瘥。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以角
蜇处，冷即换。初被蜇，先以针刺蜇处出血，然后角之，
热畏伤肉，以冷水暂浸角口二、三分，以角之，此神验。
不可以口嗍，毒入腹杀人。（车几）（程本作“甄”）公
云灸则瘥。以热角嗍之，无火灸也。并出第四十五卷中。



➢《肘后方》疗猘犬咬人方称“先嗍却恶血”，本条则强

调“不可以口嗍，毒入腹杀人”。说明古时的确有“嗍却

恶血”之举，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肘后方》中治疗猘犬咬

人似不是以角嗍去恶血。

➢关于文中取细竹作“小角”，则说明《五十二病方》中

“小角”，非指兽角之尖端，而是之角之小者。

➢本文以灸法治疗“蝎毒阴蛇”所蜇，实为临床宝贵经验。

➢《灸绳》（1985年）认为：①直对患处着灸，是治疗蛇

虫伤的有效方法之一。还附病例2则。 ②蛇虫伤也可在健



侧相同的部位进行针灸，轻症可以单独应用，重症可以双
侧同用。附病例1则。③扩大伤口，加拔火罐，是清除蛇
毒的有效方法，亦可利用蜘蛛对脓血的嗜好特性，作为吸
吮。附病例1则。还介绍了水蛭作为毒蛇咬伤的早期治疗。

（3）疗骨蒸方

➢文仲疗骨蒸方

又方：患殗碟（音ye die）等病必瘦，脊骨自出，以壮丈
夫屈手头指及中指，夹患人脊骨，从大椎向下尽骨极楷
（高注：疑当作“揩”。“揩”，摩也。）复向上，来去



十二、三回，然以中指于两畔处极弹之，若是此病，应弹
处起作头，多可乏十余头，即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
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子数
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良久，以刀弹破所角处，又
煮筒子重角之，当出黄白赤水，次有脓出，亦有虫出者，
数数如此角之，令恶物出尽，乃即除，当目明身轻也。

（4）竹筒、“文仲疗骨蒸方”与《大唐六典》

①竹与竹筒

➢唐时虽称“角”，实际已使用竹筒。角字名词活用为动

词，义为吸拔。



由于我国地理、气候条件之优越，处于世界竹类分布中
心。

➢《尚书·禹贡》记载：九州之中，豫州、兖州、青州、

徐州、扬州、荆州等六个州都要进贡竹子产品或竹器，这
六个州都是当时的竹子产区。扬州是古代重点产竹区。当
时的扬州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中南部、浙江、江西，也
就是淮河以南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

➢古人很早就将竹作为主要资源，加以利用，如竹制虎符

形；削竹为简， 以竹管为笔，载文记事；竹在生活和其他
方面的贡献颇大，如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筷子；兵器如枪、



矛、戟等，其柄杆多以竹为之，射远器械弓箭也以竹为之
等。

➢在旧石器时 代末期用就有用竹作“锅”煮食饭菜，取用

一端带竹节的竹筒，放谷物 于其中，加水后将开端堵死，
放于火上烧烤；还用竹筒取水、烧水。

➢《诗经》记载了以竹制作乐器的箫、笙等乐器；
《诗·小雅·无羊》：“何蓑何笠”，记载笠帽的使用。

➢《韩非子·说疑》：“不能饮者以筩灌其口”。《说

文》：“筩，断竹也。”

➢汉·王充《论衡·量知》：“截竹为筒”。



➢《汉语大字典》：“筩 竹筒。 后作‘筒’。”说明春

秋战国时已有将竹之一端去节，一端留节，用以储水与供
水。其形与后之所用罐具基本相同。至于何时用作罐具，
有待进一步考证。

②关于“文仲疗骨蒸方”

➢ 甄氏《古今录验方》和“文仲疗骨蒸方”都先出血，再

煮筒子角之。是为我国刺络拔罐法的最早文字记载。前者
所治为毒虫蜇后疼痛，后者为殗殜，乃古传尸之名，染者
多亡，所以后者文献多不加转录。

➢《中国针灸证治通鉴》选录针灸治疗痨瘵文献中，《外

台》计6条，张文仲2条，此条未录。



➢《中国针灸学》（1955）认为：治疗肺结核时，绝对避

免重刺激手法，“背部诸穴，概行轻刺。”

➢在“文仲疗骨蒸方”之操作中，虽有大椎等文，但“以

中指于两畔处极弹之”，又“以刀弹破所角处”，操作彪
悍。此外，为虚痨传尸者刺血，也不符合中医基本理论。
故《外台》所载的煮竹筒吸附体表治疗骨蒸法，似难作刺
络拔罐法之最早记载。

➢伊朗放血是通过用细长刀，在体表打开一定量的（约

15～20个）和一定深度的创口，从而把血放出来。通过用
动物角作为“罐”，将血吸出来。( Hamid Reza; Bahrami-
Taghanaki;Hoda Azizi;李涛;赵百孝.伊朗与中国放血拔罐方法之比较.
中国民间疗法. 2009，（6）：61-62）



➢此法似来自域外，只是融入中医名词而已。这里我们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医是个开放系统，对外来医术予以甄
别，进行改造，便于临床应用，一旦发现其不符合中医理论，
有违临床，则予以扬弃。故“文仲疗骨蒸方”中虽有“大椎”
穴名，但此法不符合中医对痨瘵认识。
➢ 陈筑芳、邱德文、付文心，等在《贵阳中医学院学报》上
发表的“罐疗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为：“从这里角法
的运用可提示我们今天在用拨罐法治疗内伤疾患时，应在相
应穴位处反复多次吸拔，使达到一定的刺激量（出脓血、黄
白赤水，起罐泡等等）才能起效。”此说值得商榷。因为运
用刺血拔罐等疗法时，必须顾及患者的体质、病情等，不可



一味强刺激。

➢《古今录验》两处提及先针刺出血，再予拔罐，此为后

之刺络拔罐法最早记载。

③《大唐六典》

➢《大唐六典》：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

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
之......

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
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日少小，四曰耳目口
齿，五曰角法。

一人学角法；二（三）年成。



➢ 1999年由戴建国披露、2006年被全文公布的《天圣令》

残卷，为天一阁藏明抄本宋《天圣令》。每篇令文皆被分
为“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宋令和“右令不行”的
唐令两大部分”，从而析出颁布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
713-742年）《天圣令》221条。其中有医疾令卷二十六，
其内容与《唐六典》基本类似。

➢《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2011）：目前很多有关唐

代医学教育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以偏概全之嫌，过于夸大官
方机构的作用。故该书没有讨论《大唐六典》中关于角法
的记载。故《大唐六典》中有关角法的记载，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

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

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
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廖育群：“东方学者的有关论述基本不涉及西方，西方

学者的论述不涉及东方；两

方面均基本不涉及印度这一

重要的“中间地带”。



➢自从白马驮经，中国与印度之间交往频繁。在唐初《千

金方》中便有“四大”之说，同时也记载了许多印度方药。
因此，角法进入《唐六典》中，是否与此有关？宋后没有延
续，当有其因。

➢佛教影响中国医事制度方面，隋唐医学八科之设立是与隋

唐医学八科有关。《阿输吠陀》分医为八科；成书于五六世
纪的《八支集》（即八科提要）分为内科、大外科、小外科、
精神病科、小儿科、毒物科、长寿科、医学。而唐太医署之
医疗分科略为：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针科、
按摩（及损伤）、咒禁。从分科形式上来看，两者相似，尤



其前中医学从未有过明确分科设立。而咒禁一科，殊为特
别，不是因于印度医学的“鬼病医方”（精神病科），恐
怕不会设立。问题是，史书直到后世，并未见到咒禁科职
官及其功能显示，形同虚设—实际的情况，可能就是虚设。
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1993
年）

➢理当属于“ 边缘化” 的按摩 、 咒禁何以能够与医 、 针

并列？ 且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 、 少小 、 耳
目口 齿、 角法 ， 医博士据此分别教授生徒， 学成皆需数
年“ 角法” 何以有如此地位？ 医学文献中并无反映，迄
今亦未见有人讨论。 因而从“ 蛭吸” 之法的晚出性与孤
立性， 唐代医学分科及角法的地位， 以及六朝以降中印



文化交流的广泛性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看，这一方法极有可
能受到印度医学的影响而出现。（廖育群.2010年）

➢中国与罗马两大文明古国的交往史应该始于公元前104

年前后的西汉武帝时期，唐时更加密切。

➢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瘘论”中的挂线疗法，最早

记载于元《永类钤方》中；“骨折论”中小夹板治疗骨折，
最早见于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方》中。

➢角法之设立则是否与印度、古希腊或古罗马有关。待考。

附：“水角”“水银角”“火角”和“吸筒”



（1）“水角”之法

① 宋初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992年）卷第六十一“辨
痈疽宜水角不宜水角法”

凡疗痈疽发背，肿高坚硬，脓稠焮盛色赤者，宜水角；陷
下肉色不变，软慢稀者，不用水角。

角法：于寬靜室中不当风处，平实地，掘一小坑，口稍阔
于瘡肿，深一尺已下。去此坑二尺外，又

为一坑子，口阔三四寸，旁穿两坑令相通。

灌水。並令去坑面二寸，於地上腰背下，

先铺油单三两重，辟地气。即以席薦，东西



铺坑口兩畔。令患者以瘡合坑上，无令偏侧。腰间布氈褥，
务令安稳，则得久角。角口两畔，以繒帛遮拥，兼盖覆。
水坑口勿令通熱。被水引下渗地中，卧一炊久为度。瘀滞
脓血並泻角中。热盛者日夜三四遍，肿气不侵，每日或两
度。

或富貴之人，遭遇此疾，多贮水银以为水角，尤妙。用
水銀角法。

右拣稳地，穿一坑，口稍阔于疮肿处，深可四五寸。先
于坑中布纸五六重，衬水银。诸余铺設，一依前方。其水
银多至一升已来。如无。只三五合亦得。

➢ 《证类本草》（1082年）卷十三：“《兵部手集》治发



背，头未成疮及诸热肿痛。以青竹筒角之，及掘地作坑贮
水，卧以肿处，就坑子上角之，如绿豆大，溅溅然出，不

止，遍匝腰肋。”

➢所载录水角，主要用于外科疮疡之排脓。虽云“角”法，
实际则以坑代角。

➢关于其原理，经咨询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者，其认为

不是虹吸现象，与伯努利原理无关。

➢这是利用了水向下流动、渗透和蒸发，从而产生负压让

脓液从角中被引至坑中。此法一端封闭，一端开放在空气
中。经过躺一顿饭功夫后，开放端由于渗透和蒸发的原因，
水面会有所下降，另一端水面也会因渗透而水面下降，从
而在创面处形成了负压，则脓液“如绿豆大，溅溅然出”。



➢至于创口处之小坑，“口稍阔于瘡肿”，而另一坑则较

大，“口阔三四寸”，这是为了要增大蒸发、渗透之面积。

➢用水银替代水，称为水银角法。之所以“坑中布纸五六

重，衬水银”，是因为水银比重数倍于水，形成的负压也
是成倍的。因“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所以用“纸五六
重，衬水银”，以防止水银渗透速度过快。

➢有人以为“角口两畔，以繒帛遮拥”，就是以丝带捆绑

“角”，这是没有读懂原文之故。此处之“角”，实际上
是之“坑”之代名词。若如已使用“角”法，则脓液当被
拔出，再卧于坑口，似多此一举。

➢证之《兵部手集》中“以青竹筒角之，及掘地作坑贮水”



中的“及”字，说明水角时，不存在以丝带捆绑角具。

➢水角虽然利用了负压，将脓吸出，其意与拔罐法类似，

但没有罐具，故不应属于拔罐法。

②“火角”为吸药烟之法

➢《苏沈良方》中 “火角法”与拔罐法没有关联。其法先

以雄黄、雌黄碾末，融腊，与药末搅匀，候凝刮下。再用
纸三五段，每段阔五寸，长一尺，熔药蜡，涂其一面令厚。
以竹箭卷成筒子，令有药在里，干令相著，乃拔去箭。临
卧，熨斗内盛火，燃筒子一头令有烟，乃就筒子长引气，
吸取烟......治久冷痰咳嗽及痨嗽，服药无效者。称之角，是
因为筒形如角，燃后吸入，故名“火角”。《拔罐疗法治



百病》（2006年）以为“宋代拔罐疗法已发展到治疗肺部
疾病”，是没有核对原文，望文生义了。

➢ 唐宋时“角法”之称，已经泛化。将筒子类的治疗都称

为“角”，如《苏沈良方》中 “火角法”，甚至用掘地作
坑，灌水也呼之为角。

③“ 吸筒”实即煮罐

➢元《瑞竹堂经验方》（1326年）卷五

吸筒 以慈竹为之，削去青。

五倍子多用 白矾少用些子

右药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箝筒，



乘热按于患处。

➢其法基本与《外台》相似，只是本法先将药和筒同煮后，

收起。到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

➢ 元《世医得效方》（ 1345年）

救溺水

又以酒坛一个，以纸钱一把，烧放坛中，急以坛口覆溺
水人面上或脐上，冷则再烧纸钱于坛内覆面上，去水即活
。（按：1.首次使用了酒坛（陶器）作为罐具； 2.最早记载“烧纸
钱”法，进行排气；所谓“纸钱”，祭祀时焚化给死人或鬼神当钱
用的纸片。3.主治用来溺水急救。）



4.第四个站点—明代用于疮痈拔脓

➢《外科启玄》（1604年）卷三“ 明疮宜吸法论”

疮脓已溃已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富贵骄奢及女体不便，
皆不能挤其脓，故阻而肿。如此当用竹筒吸法，自吸去其
脓，乃泄其毒也。亦有用口吮其脓，令不痛而毒自安，此
疮医之仁矣。古云：医家有割股之心。罕矣哉。

➢《外科正宗》（1617年）煮拔筒方

《外科正宗》 煮拔筒方羌紫苏 生甘薪艾石菖蒲

须葱白芷兼独活 筒拔疮脓寿命符

治发背已成将溃时，脓毒不得外发，必致内攻，乃生烦

躁，重如负石，非此法拔提毒气难出也。



羌活独活紫苏蕲艾鲜莒蒲 甘草 白芷各五钱，连鬃葱
二两

预用径口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

节，用力划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

小孔，以杉木条塞紧，将前药收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

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渰筒煮数滚，约内药浓

熟为度候用。再用披针于疮顶上一寸内品字放开三孔，深
入浅寸，约筒圈内，将药筒连汤用大磁钵盛贮患者榻前，
将筒药倒出，急用筒口乘热对疮合上，以手捺紧其筒，自



然吸住，约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出塞孔木条，其筒自脱，
将器倒出筒中物色看其何样，如有脓血相粘，鲜明红黄之
色，亦有一二杯许，其病乃是活疮，治必终愈。如拔出物
色纯是败血气秽，紫黑稀水，而无脓意相粘者，其病气血
内败，肌肉不活，必是死疮，强治亦无功矣。此法家传，
屡经有验，如阳疮易溃、易脓之症，不必用此以伤气血，
此法阴疮用之，要在十五日前后，坚硬不溃、不脓者行之
最当，此法的有回天之效，医家不可缺也。

➢自从南北朝至明，甚至清代，角法主要用于外科疮疡痈

疽之排脓。罐具为竹筒，排气方法为水或药材煮罐。



5.第五个站点—小陶罐的出现和治疗病症的扩增

➢《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

（1）原文

火罐气

➢ ①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②小如人

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③凡患一切风
寒，皆用此罐。④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
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合在脐上。
⑤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⑥患者但
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透入，少倾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
晕，罐中有水气出。⑦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
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



（2）几点认识

①江右与闽中

➢江右是人们生活中常会使用的一个地理方位名词，为一

个地理泛称。指江西大部、湖南东北、湖北东南部、安徽
西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即赣语分布的地方。故文中加
上“闽中”。景德镇和福建有许多瓷器出口海外。

②关于小陶罐

➢陶罐形状与大小：腹大，两头微狭小如人大指。

➢以陶器作为小罐具，是受到海外影响，还是民间智慧，

待考。



古人从实践中得知，被水浸湿后的黏土有黏性和可塑性，

从而能塑造出一定的形状。先民们又进一步发现，晒干的
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

③中国没有玻璃罐具之原因：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最早始于西周
时期，历经绵延不绝的两千余年。至清代发展到顶峰。

➢中国古代，玻璃器是一种贵重的物品，属于单纯的玉的

替代品，也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琉璃”一词最早出现
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而璧玉、珊瑚、咸为国
之宝。”琉璃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明代，北京至今尚叫
“琉璃厂”的地名。



➢玻璃的主要吸引力，是它可以便宜地模仿绿松石之类更

珍贵的物质。大规模的玻璃生产还是在清代开始，当然当
并不是面向镜子或者窗户等实用性市场，而主要是用来做
鼻烟壶等艺术品，主要集中在上层统治阶级层面。中国人
把玻璃基本上看作珍稀物质的低贱替代品。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玻璃制造工艺发展缓慢也

与当时中国制陶、青铜、制瓷、漆器等工艺高度发达有关。
时人对玻璃工艺改进的要求不是很迫切，导致中国古代玻
璃器制造始终没有充分施展的空间。

➢普通陶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陶有种种优点，它比玻璃

便宜得多，非常适于盛装热的液体。一个饮茶的国度，但



热饮料只要有了瓷器，恐怕就不需要玻璃了。

➢《中国火罐疗法》（2013年）记载：“在原中国中医研

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陈列馆中，收藏了数枚古时火罐，
其中有一汉代陶制火罐，色黯红，表面留有斑块样烧制的
附着物，外形稍扁，大小与现代用于临床的陶罐相似。以

此可以推测，汉代以前就已经应用陶罐治疗疾病了。”

➢《系统针灸学》（2015年）图5中有出土的唐代瓷火罐，

收藏在陕西中医学院博物馆。

➢古代很早就将陶罐作为生活用具，考古出土的陶瓷罐不

可胜数。但不能说汉唐就一定会使用陶瓷罐作拔罐工具。



至今没有发现使用陶瓷罐的文字记载。罐内如何形成负压
为关键所在。动物之角是用吮吸形成负压；竹罐是通过沸
水煮后，合于皮肤之上；希腊印度曾用葫芦拔罐，希腊在
葫芦的尖端钻一个小孔，用嘴吸气来获得负压；印度是将
燃烧之灯作为排气工具，而陶罐是用什么方法获得负压？
不搞清陶罐如何获得负压问题，谈陶罐就是猜想。

➢《系统针灸学》也对陶瓷罐作为罐具存疑，认为这些陶

瓷罐，从罐口未加厚来看，更象

盛物小罐。

④操作方法与治疗病症



➢排气法：燃纸；

➢治疗病症：不再是外科痈疽，而是头痛、眩晕、痹症、
腹痛等病症；

⑤辫子与头部拔罐

➢拔罐部位：为腧穴，如太阳、、脐上、脑户、巅顶。

满人的祖先（女真族）以前是靠狩猎为生的山民，为了

追逐或逃跑方便，便将头发基本剃光，只留下脑后并编成
小辫。

为了巩固统治，1645年顺治皇帝下《剃发诏书》，下令
汉族男子10天内，赶紧剃成满人头，“留头不留发，留发



不留头”。

清朝初期，即顺治，康熙，雍正(1644年-1735年)，男子

发型，只在头顶上留金钱大小的一片头发，因为把这缕头发
编成小辫后，恰好能穿过铜钱中间的方孔，故而这种发型又
称“金钱鼠尾”。

清朝中叶，即乾隆，嘉庆，道光(1736年-1850年)，男子

依然只在头顶留发，但留发面积已经由原本的铜钱大小，
悄然扩张到成人手心大小，辫子增粗为“猪尾”。

清朝后期，即咸丰，同治，光绪，宣

统(1851年-1911年)。为了更美观，只把



顶发四周边缘剃干净，而头顶保留长发，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阴阳头，辫子称为“牛尾”。

《本草纲目拾遗》成书于1765年，即清之中叶，故脑户与

巅顶可以拔罐。之前之后，脑户似都不可拔罐。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

元折》，请求光绪皇帝“断发易服改元”。

慈禧太后的两条底线—大清国号不改、辫子不剪。于是

出来主持大局了。所以没等光绪圣旨下达，就被囚禁在瀛台。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

布剪辫文告，要求国民二十日以内把辫子剪除干净，否则以
违法论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杀；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辞世。
自此男人头上留有发辫，基本清除。至于现代艺术家头上
留有发辫，则是另外的事。

⑥关于拔罐 与腧穴问题

➢其时罐具大小如拇指，而之前之后的角、竹筒、玻璃罐

口面积大，特别是大型玻璃罐。各家尺寸不一，如3号：
内径—45mm；4号：内径—55mm；5号：内径—60mm。

➢自本书以降，用小罐拔在腧穴上之文献少见。

➢ 一个火罐可以覆盖数条经脉和数个腧穴，拔罐时往往成



片成条。所以拔罐疗法只能属于外治法，而不应纳入针灸疗
法之内。

➢从功能上说，拔罐法的应用，有单独应用者，但一般都

是在针刺或刺血治疗之后，可以说针灸疗法的辅助疗法。

附：1.《金匮要略论注》《医宗金鉴》《理瀹骈文》等

➢有文献认为《金匮要略论注》（1671）使用拔罐法治疗

肺痈。

《金匮要略论注》为徐彬撰于年。书中甘草干姜汤方条下：
“肺痈无臭痰，只水鸡声者，为火吸其痰，以此辨治，自无
悞矣。然水乃润下之物，何以逆上作上声？余见近来拔火罐



者，以火入缾，罨人患处，立将内寒吸起甚力。始

悟火性上行，火聚于上，气吸于下，势不容已。上气水声，
亦此理耳。此非泻肺，何以愈之？故治此病，加射干为上，
或白前次之，泽漆次之，皆能开结下水也。”

文中“拔火罐”是用来作为使用甘草干姜汤的理论依据，
不是用拔罐治疗肺痈。

➢《医宗金鉴》（1742年）

《医宗金鉴》为清代中医的教科书。其中“外科心法要
诀”中有“药筒拔法”和“ 煮竹筒方”歌。虽无新意，但
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拔罐法进入教材最早记载。



➢《理瀹骈文》（1870年）：介绍了“罐拔”（即火罐）

与“瓶吸”两法。其中“拔罐”法又分为：用药筒治疗黄
疽，用火罐治疗风痛之类。

查用火罐治疗风痛未有说明。而以药筒取黄法方法则比
较特别。先用瓜蒂散㗜鼻，再用湿面为饼穿孔在脐上，以
用黄蜡卷纸成筒，长六寸，插孔内，以煤头（按：细草纸
卷成的引火物）点烧，至根剪断另换，取尽黄水为度，效。
亦治水肿。此非火罐。

“瓶吸”法，如风寒用热烧酒空瓶覆脐上，吸取汗。
此时酒瓶外形与今日啤酒瓶和红酒之瓶不同。形状不一，



平常人家所饮用之酒，一般不会使用青花瓷等为酒瓶，而
是陶瓷酒瓶。

“热烧酒空瓶”不知是将烧热之酒灌入后倒出，还是将
空酒瓶放入热水之中，还是以燃烧物投入瓶中，以排出空
气，造成真空。待考。



2.误将发泡法当成拔罐

➢《外治寿世方》（1877年）：黄疸条下“又，鲜用虎掌

草（即天南 星叶）捣烂，放茶钟（盅）内，平口扣在脐上一
寸许，汗巾缚住，越一昼夜解下，腹上自起一大泡，用银
针从下面刺破，渐渐流出黄水，水尽自愈。”

有人认为：此法为拔罐疗法。这是错误的。此处为发泡
法，与火罐法同是外治法。以茶盅覆盖，是为了让药物固
定，而非吸住。

3.清末拔罐仍未得到重视

➢光绪二十四年（按：1898年）九月初四，法国驻京使署

医官多德福，蒙约诊视大皇帝。蒙允听诊：用化学将小水
分解，内中尚无蛋清一质。知由于腰败矣。



至于施治之法，（休息、日食人乳或牛乳、外涂洋地黄
末），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亦然。（陈可冀主编 . 清宫
医案研究 ( 下册 )[M]. 北京 : 中医古籍出版社 , 2006. 1509—1510.）

➢可见直至清末，拔罐一法，并未为中医主流医学所接受。

仅流行于民间。
附2.民国时期
➢1924年裘庆元辑《三三医书》收录日本今村亮衹卿《医
事启源》：“以火入筒，合于痛处，拔取寒湿之毒，中土
老妪能为之。”
➢1923年山西《医学杂志》发表乔尚谦先生的文章称：拔
罐法“今惟走方医与女巫等多用之，医者每薄为小技而忽
之。”



➢1935年曾天治《针灸医学大纲》中载有“郁血疗法（即

西方对拔罐法的另一称呼），但治疗上无应用。

➢在过去农村中，劳动人民利用他们周围日常生活的器具，

如饭碗、竹筒......等均可，碗的边缘涂以面粉或油脂，碗内
放一张燃着的纸条，立即覆盖于局部肢体上，约10-20分钟
取去，局部皮肤表面即留有一块红色的瘀血斑。以往有些
从事巫术的人利用了这个科学的方法，编造一套鬼话，将
碗内燃烧的纸条画上符箓，加上一些骗人的咒语，籍此牟
利。（从野.介绍祖国的医学遗产—拔罐疗法.新中医药杂志.1955年
10期）



结 语

1.以上我们对民国以前拔罐法的发展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自《五十二病方》至民国，拔罐法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流
行于民间，其发展犹如牛车，蹒跚而行。

罐具：角→竹筒→陶器；

排气法：口吸→水（药液）煮→燃烧纸片；

治疗病症：辅助外痔手术→毒虫咬伤→痈疽排脓→头痛
等杂病。

➢拔罐法的迅猛发展，其时间节点主要在上一世纪50年代。



2.西方拔罐法的衰落与中国拔罐法的盛行

➢《剑桥医学史》中文版序言里认为：“在亚洲医学基本上

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
今天的西方医学与众不同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背离了自
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尤其是从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
盖仑和其他希腊一罗马医学家的著作逐渐被抛弃，人们认为
真理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和未来；不是在书本中而是
在躯体上；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
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
密切检查。”

➢有趣的是随着西学东传，西方的“杯术”也传到中国，但



是，基本上对中国拔罐法影响不大。

➢拔罐一法在中医治疗方面中影响并不大，可能与中医的治

疗体系有一定的关系。《素问》：“毒药冶其内，针石治其
外”。

➢实际上，单从拔罐法来看，在中国并没有“原封不动”而

是从民间被挖掘出来，成为针灸疗法的辅助疗法。之后又借
助了针灸疗法，搭上了时代的快车，飞速发展，并完成了从
“术”到“疗法”的转变。

➢了解了拔罐法的发展历程，必将有利于拔罐疗法在临床上

的应用。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