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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有一个黄痨病人 （黄

疸）， 面色黄， 眼睛凹陷， 身体瘦

弱， 一步一哼地找到华佗说： “先

生， 请你给我治治病吧。” 华佗见

病人得的是黄痨病， 皱着眉摇了摇

头说： “眼下医生们还没有找到治

疗黄痨病的办法， 我对这病也是无

能为力呀！”

半年后， 华佗又碰见那人。 谁

想这个病人不但没死， 反倒变得身

体强壮， 满面红润了。 华佗大吃一

惊， 急忙问道： “你这病是哪位医

生治好的？ 快告诉我， 让我跟他学

学去。” 那人回答道： “我没请医

生看， 病是自己好的。” 华佗不信：

“哪有这种事！ 你准是吃了什么药

了吧？” “药也没有吃过。” “这就

怪了。” “哦， 因为春荒没粮， 我

吃过些日子野草。” “这就对了！

草就是药， 你吃了多少天？” “1

个多月。” “吃的什么草啊？” 他们

走到山坡上， 那人指着一片绿茵茵

的的野草说： “就是这个”。 华佗

一看是青蒿， 便采了一些， 给其他

黄痨病人试服， 但试了几次， 均无

效果。 华佗又问那人， 吃的几月的

蒿， 病人说是正月的。 华佗醒悟

到， 春季百草发芽， 也许正是正月

的蒿子有药力。

第二年春天， 华佗又采了许多

正月的青蒿， 给黄痨病人服用， 果

然吃一个好一个， 但过了正月， 青

蒿又没有功效了。 为摸清青蒿的药

性， 第三年， 华佗把根、 茎、 叶分

类试验发现， 只有幼嫩的茎叶可以

入药治病， 并取名“茵陈”。 这就

是“华佗三试青蒿草” 的传说。

铁棍山药既是山

药中的极品， 更是一

味珍贵的中药材。 因

其具有补中益气、 消

渴生津、 益精养颜、

健脾益胃、 润肺止咳、

延缓衰老、 促进生长

以及调节内分泌等作

用， 因而被历代医家

所推崇 ， 称赞其为

“长寿因子”， 实乃药

食兼用的良药佳肴。

但市场上销售的铁棍

山药中有很多是假冒

的， 因此在购买时一

定要仔细加以鉴别， 防止上当

受骗。 我们一般可以采用以下

五招来鉴别真假：

一看 铁棍山药粗细比较均

匀， 通常直径 1-2 厘米 （像成

年人的拇指一般粗）， 表皮颜色

微深， 根茎具有特有的铁红色

斑痕； 倘若直径太粗或者表皮

太光滑， 就说明不是正宗的。

二掂 铁棍山药的单根重量

一般不会超过 200 克， 倘若感

觉太重那就很可能不是正宗的

了。

三捏 真正的铁棍山药用任

意两根手指去捏是捏不碎的，

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叫“铁”

棍山药的一个原因了。

四折 将铁棍山药使劲折

断， 可以感到其肉质较硬， 粉

性很足， 并且断面细腻， 呈白

色或者略显牙黄色， 黏液少；

普通山药不仅肉质没有那么坚

硬， 而且粉性也不够足。

五尝 由于铁棍山药中水分

含量很少， 山药多糖含量很丰

富， 因此， 其液汁较浓， 正宗

的铁棍山药， 往往短时间内就

可以蒸熟 （一般 5-10 分钟即

可）， 熟后口感比较干腻、 甜

香， 并且伴随有淡淡的麻味，

仿冒的铁棍山药， 蒸熟时间则

较长， 口感往往发脆。

贺军成 唐慧龑

□针灸推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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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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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腰椎间盘突出症 对腰

突症引起的腰腿痛， 可用薏苡仁、

黄芪各 30 克， 茯苓、 泽泻、 川芎、

当归各 15 克， 天南星、 川牛膝、

地龙、 威灵仙各 10 克， 鸡血藤 20

克， 制川乌 （先煎） 6 克。 每日 1

剂， 水煎服。

2、 治口眼歪斜 对面神经麻

痹或中风后遗症之口眼歪斜均可。

薏苡仁 50 克， 党参、 茯苓、 山药

各 15 克， 白术、 白扁豆、 白芷各

12 克， 制白附子 （先煎）、 砂仁、

桔梗、 甘草各 6 克。 每日 1 剂， 水

煎服。

3、 治顽固性失眠 薏苡仁 60

克， 半夏、 夏枯草、 茯神、 生龙

骨、 生牡蛎、 合欢皮 （花亦可）、

夜交藤各 30 克， 炒酸枣仁 20 克，

菖蒲 15 克， 远志 10 克， 甘草 5

克。 可随症加用珍珠母、 浮小麦、

蝉蜕、 莲子心等。 每日 1 剂， 水煎

服。

4、 治痛风 薏苡仁 60 克， 怀

牛膝、 枸杞子各 20 克， 党参、 木

瓜各 15 克。 此 5 味入砂锅， 加水

1000毫升， 小火慢煎 1 小时， 待木

瓜、 牛膝煮烂， 放入糯米 20 克，

待糯米熟后， 放蜂蜜 20 毫升， 拌

匀， 分 2次服， 每日 1剂。

河南辉县市中医院

中医主任医师 尚学瑞献方

有很多人从医院药房或药店

买回中药后， 不知该加多少水煎

药， 水量不是多就是少。 加水太

多， 则延长了药物煎熬时间， 使

一些不宜久煎的药物失去固有的

疗效， 况且药液太多， 病人不能

全都喝下； 而水太少则药物有效

成分不易煎出， 而且容易煎干。

那么， 到底应该如何掌握水量呢？

一般来说， 其水量应以药液

沸腾时高出药面一横指为宜， 用

水的多少应根据药物种类来确

定。 药师认为， 属于调理、 滋补

一类的药物头煎需加水 700-1000

毫升， 二煎 400-500 毫升； 解表

类中药头煎需加水 400-600 毫

升， 二煎 250-300 毫升； 一般药

物头煎需加水 500-700 毫升， 二

煎 300-350 毫升。

此外， 还应当根据医师处方

中的用药量来确定。 有时医生根

据病情开出的处方药味多剂量

大， 一剂药多达 20 味以上； 再

如夏枯草、 金钱草、 鱼腥草、 竹

茹、 通草、 灯心草等应特别考虑

它们吸水性强的特点， 这类药常

可选下列加水法： 1、 将一剂药

中剂量大的草药另行煎熬， 弃渣

取汤， 然后用其药汁煎熬其他药

物。 2、 将需水量大与需水量小

的药物分煎， 各滤其汁， 再混合

煎熬浓缩。 3、 将全部中药合在

一起煎， 煎上 2-3 次， 每次煎取

约 300 毫升药汁将杂质滤掉后混

合在一起续煎， 浓缩至 300 毫升

左右服用。 前 2 种方法适宜于一

个处方中只有少数几味大剂量药

物的情况， 后一种方法则适用于

普遍都是大剂量药物的方剂。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煎药时

不宜频频加水， 这不利于药物的

分解。 若药物吸水膨胀， 水被吸

尽， 可酌情加点开水。 煎熬需水

量较大的草药， 最好事先有准备

地多加一些水。 李文

薏苡仁治病验方

不宜频频加水

保健穴位知多少

曲池

命门

华佗三试青蒿草

山东 朱本浩

十一、 命门

【定位】 在腰部， 当后正中

线上， 第二腰椎棘突下凹陷中。

【功效】 命门意指生命之

门， 是滋肾壮阳、 养生保健

的重要穴位。 多用于肾气不

足、 形体虚寒者， 尤以遗精、

阳痿 、 早泄 、 带下、 泄泻 、

肢冷腹寒者效果较佳。

【灸法】 （1） 艾条温和

灸： 每次灸 10-20 分钟， 每

日或隔日 1 次， 连续灸 3-6

个月。 （2） 艾炷直接灸： 每

次 10-15 壮， 隔日或 3-5 日 1

次。 1 个月为 1 疗程， 连灸 l-

3 个疗程。 （3） 艾炷隔附子

灸： 将附子研末， 加面粉少许

调和成糊状薄饼， 约 0.3-0.5

厘米厚， 待稍干时用针扎数

孔， 放脐上， 上置艾炷施灸，

1 饼灸干可以再换他饼继续施

灸。 每次施灸 3-5 壮， 每日

或隔日 1 次， 连灸 1 个月。

十二、 曲池 （双穴）

【定位】 屈肘成直角， 在

肘横纹外侧端与肱骨外上髁

连线中点。

【功效】 曲池为大肠经的

合穴， 能调节胃肠功能， 防治

腹泻、 便秘等肠胃疾病。 灸此

穴能温经散寒、 舒经活络， 使

上肢的功能更加灵活， 对肩周

炎、 肘关节炎、 网球肘等常见

疾病等亦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曲池穴的清热祛风作用也很

强， 是退热的主穴， 用于各种

炎性发热、 感冒、 风疹等疾

病。

【灸法】 （1） 艾条温和

灸： 每次 10-15 分钟， 隔 1-2

日 1 次， 每月 4-5 次， 直至身

体健康为止。 （2） 艾炷灸：

每次灸 3 壮， 1 次即可。 也可

以用瘢痕灸， 每次 3-5 壮， 隔

日或每周 1 次。 （3） 艾炷隔

姜灸： 每次灸治 5-7 壮， 每日

或隔日 1 次， 10 次为 1 个疗

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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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泡腾片是指含有泡腾剂

的片剂， 多用于可溶性药物， 如

阿斯匹林泡腾片（巴半尔）、 拜阿

斯匹林、 力度伸（维生素类泡腾

片） 和甲硝唑泡腾片及中药抗感

泡腾片等。 泡腾片放入水中后，

在泡腾剂的作用下， 崩解产生不

同方向的气泡还会使药片在水中

上下翻滚， 加速其崩解和融化。

在片剂崩解时产生的二氧化碳部

分溶解于水中， 入口时有喝汽水

般清凉、 爽口的感觉。 但服用时

请注意以下几点。

1、 一般宜用 100-150 毫升

的凉开水或温水浸泡， 待完全

溶解或气泡消失后再饮用， 不

宜用滚烫的热水。

2、 不让幼儿自行服用， 并

严禁直接服用或口含。

3、 如发现药液中有不溶

物、 沉淀、 絮状物时， 不能服

用。

4、 储藏时， 应注意密封，

避免受热或受潮。

5、 不应与其他药物同服。

肖奇国

冲泡腾片莫用滚水

□家庭中医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