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成药因其便

于携带 ， 服用方

便， 且毒副作用相

对西药小， 因而深

受广大患者的欢

迎。 但为保证用药

安全， 对所服用的

药品的质量做认真

查看还是很有必要

的。 首先应检查中

成药的内外包装上

有无批准文号、 生

产批号和注册商

标。 如果这些方面

没问题， 还要根据

剂型查看有无其他

异常现象 。 变质

的、 过期的和劣质

的中成药切切不可

服用。

蜜丸 看药丸

表面是否油润， 色

泽是否光亮一致； 有无虫口、

虫絮、 霉变； 鼻闻有无酸性

气味等。 质量好的蜜丸， 应

是油润光亮、 无虫、 无霉、

无异味。

水丸 用手摇动包装袋，

听有无尖锐的碰撞声； 打开

纸袋看有无虫蛀痕迹， 表面

有无白点等。 质量好的水丸

药， 应是质硬干透、 无虫、

无霉。

散剂 打开纸袋或瓶盖，

查看有无结块、 虫粪痕迹。

质量好的散剂药， 应是质地

松、 细、 软， 无霉、 无虫。

片剂 看药片表面是否光

滑、 变色， 是否与片粘连，

有无虫絮。 质量好的片剂药，

应是表面质坚， 不易碎， 不

变色， 无霉、 无虫。

冲剂 用手摇动纸袋， 听

有无颗粒碰撞声； 打开纸袋

看有无虫蛀， 有无霉变味。

质量好的冲剂， 应是颗粒干

燥、 不结块， 无虫、 无霉。

糖浆 看糖浆表面有无白

膜， 无白膜可将瓶上下轻轻

摇动， 待液面平静后， 看糖

浆内的细药面是否分布均匀。

质量好的糖浆， 应是表层无

白膜， 细药面分布均匀。

博恩

1、 生白术、 益智仁各 9 克，

加水煎 30 分钟， 剩一小碗药汁，

放入适量的白糖， 每日 1 剂， 分

2-3 次服， 约 3-5 天即可治愈。

2、 白术 12 克， 甘草 3 克，

绿茶 2 克。 前 2 味加水 600 毫升，

煮沸 10 分钟， 后加入绿茶， 分 3

次温服， 复泡再饮， 每日 1剂。

3、 竹叶 7 克， 陈皮 5 克， 大

枣 5 枚。 将上药煎水， 每日 1 剂，

分 2 次服。

4、 桑白皮 10-20 克， 加水

100 毫升， 煎至 60 毫升， 每日 l

剂， 分 2-3次服， 5剂为 1个疗程。

5、 鸡内金、 生黄芪各 10 克，

益智仁、 白术各 8 克。 水煎服， 每

日 1 剂， 分 3 次服， 4 剂为 1 个疗

程。

6、 吴茱萸 3 份， 天南星 1

份。 上药共研细末， 贮瓶备用。 用

时取药粉 15 克， 用陈米醋调成糊

状饼， 敷贴涌泉穴 （男左女右），

外用纱布扎紧， 每次敷贴 12 小时，

一般 3-4 次即可。

7、 肉桂 10 克， 研细为末，

用醋调至糊饼状， 贴敷两足涌泉

穴， 每晚睡前敷药， 次晨取下， 连

敷 3-5次。

8、 明矾 15-20 克 （研末），

加入热水， 泡脚 ， 水温保持在

38℃-40℃， 水以淹没脚背为宜，

每日 1次， 一般 2-3次可愈。

祝建材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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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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中医药

□

□

千

家

药

方

□

话“五毒”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民间有吃粽子、 插菖艾、 佩香袋、 洒

雄黄酒和赛龙舟等多种民间习俗， 据说可镇妖邪、 驱“五毒”、

保安康。

所谓“五毒”， 即蛇、 蝎子、 蜈蚣、 蟾蜍和壁虎这 5 种有毒的

小动物， 人们都知道它们有毒， 但是在恰当的时候， “毒药即是

良药”， 只要运用得当， 它们或可入药治病， 或可作美味佳肴，

或可作化工医药原料。

端午佳节

1、 蛇 蛇胆有清肝明目 、

清热散寒、 化痰止咳之功， 可

治肝火目赤、 半身不遂等； 蛇

血可舒经拔骨、 祛风湿、 扫瘀

结和开心窍； 蛇油可治冻疮或

烫伤； 蛇骨灰可治赤痢、 风病；

蛇尿可治痔疮、 皮疹； 蛇酒可

祛风活络、 舒经活血， 祛风寒、

壮经骨； 蛇蜕可祛风杀虫， 为

一味重要中药； 蛇毒可镇痛 、

溶血栓 （治中风） 和抗癌等，

其价格比黄金还贵。

2、 蝎 有前腹后腹， 后腹

有尾刺， 含毒腺。 用其干燥虫体

入药， 称“全蝎”。 全蝎性平，

味辛甘， 有毒， 内含蝎毒、 牛磺

酸和卵磷脂等， 有熄风镇惊、 攻

毒散结和通络止痛之功， 多用于

治疗惊风、 破伤风、 面瘫、 半身

不遂、 口眼歪斜和风湿痛之症。

蝎油还可治烧伤烫伤。

3、 蜈蚣 产于丘陵和多石

少土的低山区， 栖息于腐木 、

洞穴和石隙中。 以干虫入药，

性温味辛， 有祛风、 镇惊、 解

毒和散结之功。 主治小儿惊风、

乳腺囊肿、 骨髓炎、 偏头痛 、

阳痿和多种结核等。

4、 蟾蜍 即癞蛤蟆。 其耳

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的主

要成份为蟾酥， 有解毒抗炎、 消

肿止痛的功效， 主治痈疖、 疔

毒、 咽喉肿痛和心力衰竭等症。

蟾蜍的胆囊含华蟾毒素和肾上腺

素等， 主治气管炎和老慢支等。

近年发现其体内有一种超常杀菌

物质———麦格宁， 是迄今世界上

杀菌力最强的抗生素， 不但抗菌

消炎， 且有明显的抗癌作用， 有

待医药界认真研究和开发。

5、 壁虎 为国家三类保护

动物， 栖于山岩间、 树洞中、 墙

壁上， 专吃蚊蝇、 飞蛾等害虫。

以干燥体入药， 性平味咸， 有小

毒， 有祛风、 定惊、 消肿和散结

之功， 主治惊风癫痫、 瘰疬结

核、 毒疔肿块以及虚劳咳嗽、 肺

亏气喘等； 对神经衰弱、 结核病

和多种肿瘤也有确切疗效。

“五毒” 作为药用， 有严格

的限制， 切不可乱用滥用， 因用

之得当即成灵丹妙药， 有起死回

生之功效； 用之不当， 可引起中

毒， 甚至危及生命 。 有诗曰：

“五毒含毒无疑， 以毒攻毒锐利；

何须谈毒色变， 毒中化出神奇。”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主任药师 陆基宗

治小儿流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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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藩宪向为京官， 而

清代京官并没有多大实权，

所以藩宪极想外任， 听说要

到苏州外任， 一夜暴喜而

盲， 众人惊吓不已。 急差人

去请当代名医叶天士前往诊

治。

叶天士未入藩府前详细

了解发病前因， 然后非常严

肃地说： “我是一方名医，

怎能如此请我？ 必须备全副

仪仗来， 方可前往。” 差人

回禀， 藩宪大怒， 众人相

劝， 暂依名医要求， 若治不

好目疾， 重罚不迟。 藩宪只

得下令仪仗全副相迎。 但谁

也未料到， 叶天士仍不去，

又说： “去回禀藩大人， 必

须由藩夫人亲自来请。” 藩

闻后， 怒不可遏， 咆哮如

雷， 在这之间， 藩大人虽怒

气未消， 但眼睛已忽明。 众

人难解， 此时， 只见叶天士

已匆匆赶到藩府， 对藩说：

“我并非无礼， 得罪大人，

而是为了治好大人的病。”

藩大人听后， 由怒转喜， 尽

释前疑， 并下令重金酬谢。

叶天士奇术奇在不药而

愈， 于是叶天士以阳治阴，

奇术疗暴盲的趣闻很快传遍

了江南各地。

叶天士活用 《黄帝内

经·素问》 之理论 ， 心藏

神， 如果过度兴奋和喜乐

可伤神， 心神荡散可致暴

盲， 甚至永久失明。 因怒为

阳性， 喜为阴性， 阴胜则胜

阳， 阳胜则胜阴。 叶天士故

意设计让藩大人暴怒， 以阳

制阴， 阴阳平衡， 暴盲因激

怒而消散。

叶天士治疗疑难杂症，

强调疏调七情， 善于心理疏

导， 奇术疗顽疾， 让人们阅

后无不拍案称奇。

叶天士以怒胜喜治暴盲

四川 叶乃卫

岐黄传奇

□

□

法国新药彻底摆脱———皮肤顽癣！

������皮肤顽癣又称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

性皮肤病， 具有顽固性和复发性的特点。 由北京

高等医学院皮肤病药物研究院与法国施维雅生物

制药集团， 经多年研究从动植物中提取活性肽因

子， 于 ２００８年两国专家共同研制出新一代纯生物

药【银癣舒尔肽】临床实验证明可以促进人体表皮

细胞达到彻底恢复。

【银癣舒尔肽】五大突破：（１）药效直接作用于

腑脏及血液中，净化机体内环境，消除体内发生银

屑病因素。 从皮肤顽癣的源头入手，在清除血毒的

同时， 对血毒的源头--内脏进行深层排毒和治疗，

调节内部脏腑的功能，使紊乱的表皮细胞分化机制

恢复正常，杜绝血毒的持续产生，彻底清除体内毒

素，改善血液质量；（２）疏通毛孔，改善细胞活力，调

节内分泌，促进皮肤细胞再生功能；（３）明显降低血

液粘度值，恢复正常血液循环，病灶部位营养供给

正常；（４） 药物中含有大量基因调节素和抗复发免

疫因子，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改善皮肤微循环，恢复

皮肤正常生理功能， 使皮肤表皮细胞异常增生好

转，斑块浸润吸收，皮损消退等特殊功效；（５）药物

活性酶在修复皮肤组织细胞的同时形成保护药

膜，激活皮肤细胞组织的新生，使皮肤表层及深层

受损组织恢复正常结构，血运恢复正常，并深度提

高病区皮肤的抵抗力，愈后不易复发。 一般患者服

用【银癣舒尔肽】５－１０ 天鳞屑开始脱落.银屑减少，

瘙痒减轻， 迅速摆脱痛痒之苦，３－５ 个疗程即可康

复停药。（全国免费送药上门）

我院承诺：服用【银癣舒尔肽】期间患者对本产品

不满意可以在 １５天内凭发票和医疗信誉卡办理无

条件全款退回，５年内复发可以凭发票和医疗信誉卡

免费指导治疗直到康复。（www.2011798.com）

优惠活动：从即日起订购【银癣舒尔肽】一次性

订购两个疗程赠送一个疗程，买三赠二。 全国免费

咨询订购热线：

４００８－１１７－７９８

专家热线：

０１０－５７２０８６８５

短息订购：

１３６４１１６２１３７

单位：北京高等医学院皮肤病药物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58-3号

京药广审（文）第 2010008002号

斑秃 鸡内金 100 克， 炒至焦

黄， 研为细末备用。 每次 1.5 克，

每日 3次， 饭前用温开水送服。 一

般服用 20天左右即可生出新发。

多发性肾结石 鸡内金 150

克， 焙干， 研为细末备用。 每日

早晨空腹将鸡内金粉 15 克用 300

毫升开水调和， 15 分钟后 1 次服

完， 然后慢跑步， 以助结石排出。

夜梦遗精 鸡内金 50 克， 焙

干研为细末。 每天早晚空腹各 3

克， 用白酒、 或黄酒送下。

扁平疣 鸡内金 100 克， 浸泡

于米醋 300 毫升内， 装广口瓶，

浸泡 30 小时即可。 用消毒棉球蘸

药液涂擦患处， 每天 3 次， 10 天

为 1 个疗程， 一般 1-2 个疗程可

基本痊愈。

胃石症 鸡内金 200 克， 焙

干， 研为细末。 每天 3 次， 每次

10 克， 于饭前 1 小时用温开水送

服。

曹祈东献方

鸡内金治病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