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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保健养肾防寒是重点
一到冬天许多人就会手脚冰凉，不用暖水
袋，晚上睡觉都暖不过来。这样的人不但手脚
凉，还特别容易感冒。山东省济宁市中医院肾
病主任医师王祥生介绍，手脚冰凉主要是由于
气血不足所致，中医称之为“肾阳虚”。冬季的
主气为寒，寒为阴邪，易伤人体阳气，人体阳气
虚弱，生理机能受到抑制就会产生一派寒象。
冬季对应的脏器是肾脏，肾为先天之本、生命
之源，肾的机能强健，则可调节机体适应严冬
的变化，否则就会使身体新陈代谢失调而发
病。因此，
冬季养生重点是
“养肾防寒”
。

饮食调摄养肾
饮食调摄对养肾防寒非常重要，俗语云
“冬季进补，开春打虎”。冬天宜选食羊肉等温
肾 壮 阳 、产 热 量 高 的 食 物 ，对 虚 寒 者 尤 其 有
益。可进食具有补肾益肾功能的食品，如核
桃、板栗、桂圆等。黑色食品如黑米、黑豆、黑
芝麻、黑木耳等能入肾强肾。若将上述食品放
入粥中煮食，
既可祛寒，
又可补养。
王祥生介绍，由于每人的体质不同、年龄
有别，在食补中也有宜有忌，应灵活掌握。如
肾阳亏虚者，在饮食中以温补肾阳为宜，可选
食羊肉、驴肉等具有温补肾阳作用的食物；对
于肾之阴精渐衰的中老年人，冬天可配食枸

杞、山药、木耳等护阴之品。冬令饮食不可过
咸，因咸味入肾，会致肾水更寒，有扰心阳。另
切忌寒凉食品，
以免雪上加霜，
伤阳气。
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肝病科教授
池晓玲也认为，冬季是匿藏精气的季节，此时
肾气当令，饮食宜减咸增苦，可多食牛肉、羊
肉、猪瘦肉、鸡肉等温热松软食物补肾，同时也
食用一些味道偏苦的食物，比如芹菜、莴笋、生
菜、苦菊等以养心气。
为御寒，吃肉类食物会偏多，常会伤及脾
胃，
阻碍脾胃的运化功能。因此，
在冬季应注意
适时添加健脾消滞、
促进消化的食品，
如淮山药、
山楂、
柚子等，
也可多喝如小米粥、
健脾祛湿粥等
进行调理。池晓玲说，
老年及小孩脾胃较弱。此
时可适当多喝药膳粥，
如羊肉山药粥、糯米红枣
百合粥、
八宝粥、
小米牛奶冰糖粥等。

日常保健护卫肾阳
进入冬季以后，
“ 早卧晚起，以待日光”是
养生的重要方面，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一定要
早睡晚起。早睡以养人体阳气，保持温热的身
体。晒太阳是最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增加生命
活力的方法。适当运动锻炼可以振奋阳气，提
高身体代谢水平，增强御寒能力。同时衣着厚
薄要合适，
以防寒保暖。

王祥生介绍了日常养肾三法，即冷面、温
齿、热足。冷面，即用 20℃左右的冷水洗脸，可
提神醒脑，使大脑兴奋，还可以促进面部血液
循环，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温齿，即用 35℃左右
的温水刷牙和漱口。中医认为，齿为肾之余。
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肾；热足，即临睡前用
45℃-50℃的热水洗脚泡脚。常言道“寒从脚
下 起 ”，指 双 足 供 血 不 足 ，热 量 较 少 ，保 温 力
差。所以，每晚应坚持用热水泡脚，促进全身
的血液循环，
增强防病能力。

艾灸祛寒温补脾肾
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肾
一虚，正气则虚，邪气则盛。因此扶养正气贵
在温补脾肾。中医认为，温补莫过于艾灸，有
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防病保健等
功效。
王祥生说，日常可以选择用艾灸的方法补
肾阳，其中最重要的穴位是关元、涌泉和肾俞
等穴。关元穴位于脐下四横指处，灸关元穴可
以治疗一切阳虚、气虚证。涌泉穴是人体足底
穴位，位于足前部凹陷处第 2、3 趾趾缝纹头端
与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为肾经首穴。涌
泉穴在人体养生、防病、治病、保健等各个方面
都有重要作用。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旁

开 1.5 寸处。灸肾俞穴有增加肾脏的血流量，改
善肾脏功能等作用。除此之外，日常还可以灸
气海、太溪、太冲等具有补肾功效的穴位。

穴位按摩补肾扶阳
穴位按摩可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起到强肾
的作用，是冬季补肾扶阳简单易行的养生良
方。揉丹田，丹田位于肚脐下 1.5 寸处。将手
搓热，用右手在该处旋转按摩 50 次，有健肾固
精的功效；按揉肾俞，此法也叫搓腰法。两手
搓热后用手掌上下来回按摩 50 次，两侧交替
进行，对肾虚腰痛有防治作用；按摩涌泉，足
心处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点，为足少阴肾经之
首穴。用右手中间三指按摩左足心，左手三指
按摩右足心，两侧交替进行，各按摩 50 次，按
摩到足心发热为止，对心悸失眠、双足疲软无
力等效果良好。
王祥生提醒，冬季养生补肾的同时，不要
忽视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比如发现尿量变
化、尿颜色发生改变、身体出现水肿等情况要
提高警惕，立即就医。另外以药补肾须以中医
“虚则补之”为原则，一般多适宜于各种肾虚之
证，具体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对症治疗，不
可擅自做主，
自行服药，
以免出现不良后果。
据人民健康网

按三脘健脾和胃
暴饮暴食、
过食辛辣生冷都会令胃不舒服，
如果是轻度不适，大家不妨按摩上脘、中脘、下
脘三个穴位，
有健脾和胃作用。
上脘穴
位于上腹部，
前正中线上、
脐上5寸处。按摩
此穴可改善胃痛、
呕吐、
反胃、
腹胀、
腹痛等症状。
中脘穴
位于上腹部，前正中线、脐上 4 寸处，是手

艾叶油治哮喘
艾叶在南方随处可见，艾叶防瘟疫也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现代医学药理证明艾
叶也是一种抗菌抗病毒的良药。艾叶油从
艾中提取，对支气管哮喘、哮喘型慢性支气
管炎有一定疗效。早年杭州第二中药厂出
品有喷雾剂状艾叶油。
由国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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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少阳、足阳明、任脉的交会穴。按摩此穴
主要用于缓解消化道疾病，
尤其是胃、
十二指肠
疾病，可改善胃痛、胃酸多、恶心呕吐、消化不
良、
腹胀等症状。
下脘穴
它距离脾胃很近，在前正中线、脐上 2 寸
处。按摩下脘穴偏重于缓解小肠、脾不运化
所导致的疾病，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肠

头部按摩防脱发
听说 90 后都开始直面脱发问题了，每天掉
多少头发才算是脱发呢？先测测你是否脱发
吧，其实掉发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每天
都会自然脱落 50-100 根。并且，头发脱落之
后，
还会长出新的头发，
使发量总体维持不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
医师林敏介绍，
可以简单测试一下。正常梳头10
下，
如果掉下来的头发超过 10 根，
那么你属于掉
发偏多，
每天掉发总数量可能就会超过100根。
按摩头部
如果不想掉那么多头发，除了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之外，可以尝试每天用手指来进行头
部按摩。
十 指 扣 头 双 手 五 指 稍 分 开 ，两 手 分 别
放 在 头 顶 部 ，用 手 指 腹 部 有 弹 性 地 叩 击 头
部。不拘穴位，不拘位置，有痛感的地方多
叩击几次。从头前部向头后部叩击，重复约
3-5 分钟。
十指梳头 五指叉开成梳子样，中指正对
头发前部正中处，其余四指可自然放下，从头
的前部往后梳头，先左手梳，再右手梳，两手交
替梳 100 次（或 3 分钟）。

鸣等。
按摩“三脘”时用大拇指，以自己能接受的
力度顺时针、逆时针交替按揉，每次 5-10 分
钟。如果按摩“三脘”配合足三里穴（腿弯曲时
可以看到膝关节外侧有一块高出皮肤的小骨
头，
这就是外膝眼，
从外膝眼直下四横指处），
可
事半功倍。用大拇指或中指按压，
每次 5 分钟，
感觉有酸胀、
发热感即可。
据人民网
防脱发细节也重要
梳子 使 用 的 梳 子 不 要 过 尖 、过 硬 或 过
密 ，以 免 损 伤 头 皮 及 头 发 过 度 牵 拉 而 断 裂
或 早 脱 。 宜 用 木 梳 或 牛 角 质 的 ，可 促 进 头
皮血液循环，增加毛囊的营养供应，从而有
助 于 头 发 润 泽 ，使 头 发 富 有 弹 性 。 塑 料 梳
在 使 用 时 与 头 皮 摩 擦 易 产 生 静 电 ，对 头 皮
造成损伤，不宜使用。梳子应经常清洗，保
持清洁。
梳头 梳头时用力要均匀，
不要硬拉扯。
扎发 头发不宜扎得太紧。
防晒 避免阳光暴晒头发。
洗发水 不建议长期使用一种洗发水，最
好买两三种洗发水放在浴室中轮流使用。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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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骤停一旦发生，如得不到及时抢救复
苏，4-6 分钟后会造成患者脑和其他人体重要
器官组织的不可逆损害，因此心搏骤停后的心
肺复苏必须在现场立即进行。
而说到心肺复苏，人们总会想到胸外心脏
按压、人工呼吸。这些徒手复苏技术，需要长
时间反复培训才能掌握。其实，中医在心肺复
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技术优势，并且易教
易学易用，更易为普通人接受。
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简便验廉的中医心肺
复苏技法，对挽救病人生命，赢得抢救时间，会
起到关键作用。下面介绍徒手心肺复苏技法
需要掌握的七个重要穴位。
曲池穴 位于肘横纹外侧端，屈肘，当尺泽
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疏经通
络的作用。轻压此穴可以降血压，重掐可以升

中医心肺复苏技法
血压。对于休克、昏迷、血压极低的病人，重掐
有升血压和促醒的作用。
人中穴 这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穴位，也
是中医急救中使用最多的古老穴位。位于人
中沟上三分之一处。重掐对昏迷有确实的促
醒作用。
劳宫穴 此穴位于第二、三掌骨之间，握拳
时中指指尖的位置。抢救时，用拇指指甲用力
掐按。
极泉穴 位于腋窝正中动脉博动处。抢
救心梗时，用手大拇指用力弹压此穴会有复
苏效果。

天池穴 位于乳头外一寸处。在心跳骤停
时，可以用手握空拳连续冲击左胸部的此穴，
达到胸外按压使心博恢复的作用。
郄门穴 位于在前臂掌侧，曲泽穴与大陵
穴的连线上，腕横纹上 5 寸。以两手拇指指甲
不断掐压，对心肌梗塞症状有效果。理气活
血，对心绞痛有很好的作用。
内关穴 位于前臂正中、腕横纹上 2 寸，在
桡侧屈腕肌腱同掌长肌腱之间。此穴有宁心
安神，宽胸和胃的作用。特别在复苏成功后，
也可以间断按压此穴，巩固复苏效果。
据古方中医网

琼玉膏补虚健脾
晚清医家陆以湉所著，
全书分五卷，
其一、
二
两卷论述医务道德、
保生慎药和诊法、
用药等项，
以及古今医家、
古今医书足资取法者。卷三至卷
五系摭拾历来名医对多种病证的治验医案等，
间
附己意，加以发明，推究原委，详其利弊，言多中
肯。其补编一卷，
系民国曹炳章氏就作者所著《冷
庐杂识》中有关医事者择要录入，
附列编末，
使本
书更为充实。该书内容丰富多彩，
精警之句颇多，
如能细心品读，
必能启迪思维，
开阔视野，
临证颇
具启发作用。

罗汉果

“琼玉膏”出自宋代《洪氏集验方》，其中记
载它能使“五脏盈溢，髓实血满，发白变黑，返
老还童，行如奔马，日进数食，关通强记，日诵
万言，神识高迈，夜无梦想”。该方虽距今已有
近千年的历史，
但我们在家亦可自己制作。
取地黄 4 斤、人参 6 两、白蜜 2 斤、茯苓 1
斤。地黄加水没过药面 5 厘米，浸泡 30 分钟左
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五谷杂粮也可
用来防治疾病，
又经济实用，
且没有副作用。
大 米 又 名 粳 米 ，味 甘 性 平 ，具 有 补 中 益
气、健脾和胃、除烦渴的功效。早晚喝点大米
粥，可以让您远离口干舌燥的困扰。特别需
要提醒糖尿病患者的是，大米不同的烹调方
法对血糖的影响不同。
小米又名粟米，性甘味平，有健脾和胃的
作用，适用于脾胃虚热、反胃呕吐、腹泻及产后
病后体虚者食用。小米熬粥时上面浮起一层
细腻的粘稠物，俗称为“米油”。中医认为，米
油的营养极为丰富，滋补力最强，有“米油可代
参汤”
的说法。
小麦小麦味甘，性平微寒，有健脾益肾、养
心安神功效。心烦失眠者可用小麦与大米、大
枣一起煮粥食用。此外，麦麸含高膳食纤维，
对高脂蛋白血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

膏体可挂在边缘成三角形的状态。保存备用，
一天 10 克，
胃弱者用温水化开服用。
本膏方中，生地黄清热生津、滋阴养血，主
治阴虚发热、消渴、吐血、流鼻血、血崩、阴伤便
右；第一次开锅后，转小火煎煮 40 分钟，倒出 秘等症状，为君药；白蜜养肺润燥为臣药；人参
药汁，适量补水，第二次开锅后，小火煎煮 30 补脾益气；茯苓除补脾益气还可化痰，以消肺
分钟，合并两次药汁；浓缩药汁，使其变稠厚。 失输布所聚之痰，有辅助生地黄的作用。诸药
人参和茯苓磨成粉，倒入药汁。将蜂蜜加热炼 合用，有滋阴润肺、益气补脾的功效，适合老年
成老蜜，颜色深黄，有大水泡即可。地黄液与 肾阴不足、脾虚者，也可作为中老年人平时的
人参液合并浓缩，用铲子不断搅拌至较黏稠 保健食品。
据《生命时报》
时，加入炼蜜继续加热，最好能达到拿起铲子，

五谷杂粮也治病
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都有防治作用。
玉米味甘性平，具有健脾利湿、开胃益智、
宁心活血的作用。玉米油中亚油酸能防止胆
固醇向血管壁沉积，对预防高血压、冠心病有
良好的作用。此外，它还有利尿和降血糖的功
效，
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苡米又名薏米，中医认为，苡米味甘淡、
性微寒，有健脾、补肺、清热、利湿的作用。现
代研究证明，苡米有抗肿瘤、增强免疫力、降
血糖等功效。将苡米与大米煮粥或加入冰糖
食用，能使肿瘤患者食欲增强，减低放化疗的
副作用。
高粱高粱味甘性温，有健脾益胃的作用。

五类人不宜喝鸡汤
性味：
味甘，
性凉。
归经：
归肺、大肠经。
功效：
清热润肺，
利咽开音，
滑肠通便。
主治：
用于肺热燥咳，
咽痛失音，
肠燥便秘。

冬季不少人爱喝鸡汤，吃鸡进补也的确适
宜选择秋冬季节，特别是冬季，不仅能更好消
化、吸收，调补机体，还可以抵御寒冷，为来年
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鸡汤性温，鸡汤里多
是油、热量和脂肪，
因此有五类人就不适宜喝。
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
本身胃酸多、
消化功
能就不好，
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
不仅不利
于消化，
反会增加胃肠负担，
造成消化不良。

胆囊炎和胆石症经常发作者，不宜多喝鸡
汤，
因鸡汤内脂肪的消化需要胆汁一起参加，
喝
鸡汤后会刺激胆囊收缩，
易引发胆囊炎发作。
高尿酸血症患者不宜喝鸡汤，因为鸡汤富
含嘌呤和脂肪，
会诱使痛风发作。
高血脂症和脂肪肝患者，鸡汤中的脂肪被
吸收后，会促使血脂、血胆固醇进一步升高，造
成脂肪在肝内积聚，会在血管内膜沉积、引发

小儿消化不良，可取高粱适量入锅炒香，去壳
磨粉，每次取 2-3 克调服。但高粱性温，含有
具收敛止泻作用的鞣酸，
便秘者不宜食用。
黄豆黄豆性平味甘，有健脾益气的作用，
脾胃虚弱者宜常食。用黄豆制成的各种豆制
品如豆腐、豆浆等，也具有药性。豆腐可宽中
益气、清热散血，尤其适宜痰热咳喘、伤风外
感、咽喉肿痛者食用。
大麦性味甘、咸、凉，有和胃、宽肠、利水的
作用，可辅助治疗食滞泄泻、小便淋痛、水肿、
烫伤。大麦芽性味甘温，有开胃消食、下气、回
乳之功效。
据 39 中医网
冠状动脉硬化等病态。
肾脏功能不全患者，鸡汤内含有某些小分
子蛋白质，患有急性肾炎、急慢性肾效果不全
或尿毒症的病者，因为病者肾肝对蛋白质分解
产物不能准时处置，喝多了鸡汤就会引发高氮
质血症，
加重病的进程。
另外，鸡汤的营养价值绝对不如鸡肉多，
主要是一些水溶性小分子物质，除此之外就是
油和热量，嘌呤的含量也很大，汤里所含的蛋
白质仅为鸡肉的 7%左右，客观上来说并不营
养。所以最健康的吃法，应该是主要吃鸡肉，
汤只是调味。
据 99 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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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它承载着中国古
唐代经济繁荣，
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
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 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
我国一项民族文化遗产。它是在古代朴素的 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
还增加了药
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 物图谱，
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独特的医学理
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
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
具有朴素的系统论、 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
控制论和信息论内容；孕育着很多现代医学 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
和生物学的新理论、
新学说的胚胎和萌芽，
正 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
是这些宝贵精髓，
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活力。 灸的发展影响很大。
西汉开始有“中医”的说法，若“中”不指
明代时，
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
温病
中国，究竟何意呢？中国最早认识事物的思 和温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
想基础，
来源于《易经》，
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 到成熟阶段，
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从明代
入阴阳的轨道，
对后世的哲学，
社会、
堪舆、
天 开始，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
一批医学家们主张
文、地理、医学……都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 “中西医汇通”
，
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 到了明代，
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 27 年，
完成了
全书载药 1892 种，
成
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 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
阳失衡，
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
“持中守一 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而医百病”
的说法，
意即身体若无阳燥，
又不阴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致中和。
热者寒之。致中和。寒就要让热，
热
虚，
一直保持中和之气，
会百病全无。所以
“尚 寒者热之，
中”
和
“中和”
是中医之
“中”
的真正含意。
就要寒，
结就要散，
逸就要劳，
劳就要逸。微者
“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 逆之，
小的你就可以逆它。甚者从之，
你不能逆
方》，其云：
“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 它，
你逆它你就崩溃了就没有了。上之下之，
摩
是所独失也。”故谚云：
“ 有病不治，常得中 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
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
“中医”这
了。以平为期，
以和为重，
这就是它的一
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
种最高境界。
《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
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
哲学命题是
“致中和”
这一思想。
《中庸》
国医学起名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
曰：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
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
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
1936 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
焉。
”
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
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
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
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
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
万物
“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
便生长发育。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
现的。两千多年前，
《汉书》里的那个
“阴阳和合”
“阴平阳秘”
生理机制正是儒
中医概念，倒是体现了中国医学中的
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
一个最高境界。
级目标下，
中医是用精气学说、
阴阳学说
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
很早就
和五行学说，
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
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
的理论，
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
第一个代称是歧黄。这个名字来
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
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
著。中国历史上有
“神农尝百草……一
论医学的专著，
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
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
之术。自然，
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现在知此名
中发现药物、
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
也是中药起 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
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 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
汤液。西周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 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
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 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
籍《内经》提出了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
，五味 青囊。
所入”
“
，五脏苦欲补泻”
等学说，
为中药基本理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这个名字的起始，
论奠定了基础。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 也与三国有关。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
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 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附
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 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
载药 365 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 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
世，
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愈者种五棵杏树。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
中国已经 林，
一望无际。从此，
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传说河南汝南的费
代已经使用望、
闻、
问、
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
针 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
灸、
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
形成了《黄帝 芦，
奇怪的是，
天黑散街后，
老者就跳入那葫芦
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 中。为弄清底细，
费长房以酒款待，
老者后来
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 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
著的《伤寒杂病论》，
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 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
学修仙之道。数载后，
证诊断、
治疗原则，
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 他术精业成，
辞师出山，
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
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
鞭鬼之竹杖，
从此悬壶行医。从那时起，
医生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
脉诊取得了突 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
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 标志。
据中医中药网
了 24 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
响，
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
XINGLINGUSHI
专科化已趋成熟。

何为
﹃
中医
﹄

杏林故事

难病诊治

NAN BING ZHEN ZHI

中医治疗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疾病中的感冒、急性扁桃体、支气
管炎、肺炎等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疾病。本病
属中医
“虚证”
范围。
辩证分型
营卫不和
症状：反复感冒，面眈神疲，午后低热，自
汗盗汗，恶风怕热，纳呆食少，形体较瘦。舌质
淡红，
舌苔薄白或有花剥，
脉细软稍数。
证候分析：营卫不和，营气不能内守，卫气
不能卫外，易受外邪侵入而发病，故反复感冒，
恶风怕热。表卫不固，腠理松疏，津液不藏，则
自汗盗汗。脾已受损，故纳呆食少，形体较
瘦。舌淡红苔薄白，脉细软稍数，均为营卫不
和之象。舌苔花剥，
已损及阴分。
肺脾两虚
症状：易反复感冒咳嗽，面色萎黄乏华，纳
呆食少，大便稀薄，形体瘦弱，神疲乏力，四肢
欠温，动则多汗，毛发黄软，时有咳嗽，喉中痰
声，
心悸气短，
舌质淡，
舌苔白，
脉细弱。
征候分析：后天失调，人工喂养，或饮食长
期失于调理，肺脾两虚，卫外不固，故易反复感
冒咳嗽。肺气虚者，毛发黄软，动则多汗，时有
咳嗽痰声，心悸气短。脾虚气弱，则面色萎黄
乏华，神疲乏力，形体瘦弱。脾虚运化失司测
纳果便稀。脾主四末，脾之气阳不足，则四肢
欠温。舌淡苔白，
脉细弱，
均为肺牌两虚之象。
肺肾不足
症状：经常感冒咳嗽，面色苍白，肌肉松
弛，自汗盗汗，夜寐不宁，走路不稳，或有鸡胸
龟背，囟门迟闭，立、行。齿、发、语迟，发育迟
缓，
苔薄白，
脉细。
证候分析：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生长发
育迟缓，肾主骨，肾虚则骨弱，故走路不稳，或
有鸡胸龟背，立、行、齿、发、语迟。肺气不足测
卫外不固，易感冒咳嗽，自汗盗汗，面色皖白
等。苔白，
脉细，
均为肺肾不足之象。

分型治疗
营卫不和
治则：
扶正固表，
调和营卫。
主方：
黄芪桂校五物汤加减。
加减：汗多者，加龙骨 30 克（先煎）、牡蛎
30 克（先煎）；午后低热，加青蒿 10 克、白薇 10
克；纳呆食少，加神曲 10 克、谷麦芽各 10 克；舌
花剥，加生地 10 克、功劳叶 10 克；时有稀咳，或
咽部不舒，
加鱼腥草 15 克、白菊花 10 克。
主方分析：本方为补益卫气，调和营卫的
方剂。方中黄芪补益卫气，桂枝、白芍、生姜、
大枣调和营卫，
甘草调和诸药。
肺脾两虚
治则：
健脾益气，
补土生金。
主方：
玉屏风散合生脉散加减。
加减：汗多，加橹豆衣 10 克、碧桃干 10 克；
纳呆食少，加山药 10 克、扁豆 10 克；大便稀薄，
加煨葛根 10 克、
炮姜炭 10 克；
余邪未清，
时有咳
痰，
加川贝母10克、
黄芩10克、
板蓝根15克。
主方分析：玉屏风散为益气团表止汗要
方，方中黄芪补气固表，白术益气健脾。防风
走表而祛风邪。生脉散为益气养阴敛汗之方，
方中人参补益元气，麦冬养阴，五味子收敛耗
散之肺气，
还能敛阴止汗。
肺肾不足
治则：
补益肺肾，
填精固表。
主方：
河车大造丸、生脉散加减。
加减：
自汗盗汗，
加龙骨30克（先煎）、
浮小麦
30克；
夜寐不宁，
加夜交藤10克、
合欢皮10克；
时
有咳痰，
加黄芩10克、
鱼腥草15克、
川贝母10克。
主方分析：
河车大造丸为补益肺肾，
滋阴清热
的方剂，
方中紫河车（胎盘）大补精血，
人参益气生
津，
地黄、
龟版滋补肾阴，
杜仲、
牛膝补肝肾，
天冬、
麦冬养阴清肺，
黄柏滋阴清热，
砂仁行气醒脾，
茯
苓渗湿健脾。生脉散益气养阴敛汗，
方中人参益
气，
麦冬养阴，
五味子敛肺。 据中医五绝网

人参补胃汤

秘方补心丸

处方：
蔓荆子7.5克，
黄柏、
白芍药各9克，
炙
甘草24克，
黄耆、
人参各30克。
制法：
上药哎咀。
功 能 主 治 ：补 气 升 阳 ，治 障 明
目。治劳役饮食不节，
内障眼病。
用法用量：
每服9-15克，
用水300
毫升，
煎至150毫升，
去滓，
临卧温服。

处方：
当归、
生地各45克，
川芎、
甘草、
人参
各30克，
柏子仁、
酸枣仁各90克，
远志75克，
辰
砂、
胆星各15克，
金箔20片，
麝香3克，
琥
珀9克，
石菖蒲18克，
茯神21克。
功能主治：养血补心，安神镇惊。
治心虚手振。
用法用量：
每服 70-90 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