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5日本版为大家介
绍过几种止嗝的方法， 包括
点穴、 中药、 穴位注射， 今
天，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几
种既简单又有效的止嗝方法。

塑料袋套口鼻法 用一
个小塑料袋， 罩住自己的口
鼻， 进行 3-5 次深呼吸。 将
呼出的二氧化碳重复吸入， 以
增加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来
调节神经系统， 可抑制打嗝。

嚼咽辛辣物 用 1-3 瓣
大蒜 （或一根葱白、 一两个
尖椒）， 嚼烂， 慢慢咽下，

一般 1-3 分钟可止住打嗝。
触咽法 用干净筷子（或

消毒棉签） 轻触患者咽后壁，
当产生恶心欲吐感时， 取出
筷子， 闭嘴咽一口水， 接着
再重复触咽后壁一次， 使其
作呕、 咽唾， 打嗝即可解除。

牛饮法 一口气， 连续
吞下数口水， 或嘴中含一口
水， 等到“嗝” 要发出时，
身体微微前倾地迅速将水吞
下， 也可迅速止嗝。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教授 王海亭

在古代， “医
生” 一词， 并没有
现在的医生之义，
它是指在医科大学
上 学 的 学 生 。 据
《新唐书》 记载， 唐
朝武德年间 （618-
626 年）， 唐高祖李
渊在京城长安创办
了历史上第一所医
科大学———医 学 ，
直属太医署。 贞观
三年 （629 年）， 唐
太宗李世民又在全
国各州府设立医科
大学。

医学学校的学
生有医生、 针生、
按摩生、 咒禁生、
药 园 生 ， 其 中 的
“医生”， 就是学习
医学病理的学生。
《唐六典·太医署》：
“医生四十人， 典学
二人。” 李林甫注：
“后周医正有医生三
百人， 隋太医有生
一百二十人， 皇朝
置四十人。” 还有
《元典章·礼部五·
医学》： “各处有司
广设学校， 为医师
者， 命一通晓经书
良医主之， 集后进

医生讲习 《素问》、
《难经》、 仲景、 叔
和脉诀之类。” 这里
的“医生” 都是医
科大学———医学里
的学生。

而“医师” 一
词的出现， 比“医
生” 一词还要早一
千多年。 《周礼·
天官·医师》： “医
师， 掌医之政令。”
《敦煌变文集·欢喜
国王缘》： “便唤
医师寻妙药， 即求
方 术 拟 案 （安）
魂。” 当然， 这里
的“医师” 都是指
“执掌医务的官员”
的意思。

古 代 的 “医
生” 一词， 成为现
在的医生之义， 是
一个漫长的演变过
程， 它与“医师”
一词的用法一样，
是把中国古代早已
存在的名词， 慢慢
赋予了新的含义，
用 以 表 现 新 的 内
容， 这也算是我们
现在说的“医生”
一词的来历。

刘绍义

蜗牛是近年来才风行的虫类食
品， 算是食品中的“后起之秀”，
有着“软黄金” 的美誉， 与鱼翅、
干贝、 鲍鱼并列为世界四大美味。
它不仅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还具
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蜗牛入药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
史， 许多古书中早有记载。 《本草
纲目》 记载蜗牛可“清热解毒， 消
肿， 平喘， 理疝， 软肾”， 《医林纂
要》 说蜗牛可“治血风疮及杨梅疮”，
《本草新编》 说蜗牛“善杀虫， 以活
者投入麻油中， 自化成油， 涂虫疮”。

蜗牛属蜗牛科动物， 夏季捕
捉， 烫死， 晒干入药； 鲜者捣烂或
焙干研末入药。 味咸， 性寒， 有小
毒， 入肺、 肾经， 功效消肿疗疮、
缩肛收脱、 通利小便、 平喘理气，
主治痔疮肿痛、 疮疖疔毒、 瘰疬、
便后脱肛、 小便不通、 哮喘等。

民间用蜗牛治病的验方甚多，
且疗效较好： （1） 治疗痈肿疔毒：
鲜蜗牛、 马齿苋、 陈石灰等量， 一
起捣匀敷患处； （2） 治疗瘰疬：
连壳蜗牛 7 个， 丁香 7 粒， 同焙干
研末贴敷； （3） 治疗小便不通：
蜗牛 15 克， 每日煎服 3 次。

上海市执业药师协会 邬时民

中医中药10 ２０12年3月27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 许建 Ｅ－ｍａｉｌ押57042518@QQ.com 版式设计： 王思贤

■
千
家
药
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生大黄、 虎枚、 延胡索各 30
克， 苦参、 黄柏、 土茯苓、 连翘各
50 克， 黄连 100 克。 上药水煎弃
渣取汁 5000 毫升， 入木盆 （散热
慢）， 先熏蒸， 待水温适宜后， 坐
浴 30 分钟 （急性期忌用）， 每日 1
剂， 早晚各 1 次， 10 日为 1 疗程。

湖南省新化县湘煤二处医院
主任医师 李典云献方

腰酸背痛先护肾
■家庭中医药

门诊时， 经常会见
到一些腰痛的老年朋友，
而这时， 我总是会告诉他
们： “如果把肾护好了，
腰自然就不会痛了。”

中医认为， “腰者
肾之府”， 意思是说， 腰
是肾脏的家， 反过来，
肾脏是腰的主人。 肾主
骨生髓， 如果肾精不足，
骨的支撑力就会减弱 ，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腰
部。 “肾气一虚， 腰必
痛矣”， 所以， 护腰就要
先护肾。

说到护肾， 有两个
穴位就不能不提， 那就是
气海和关元， 而这两个穴
位找起来也很容易， 因为
它们是相邻的。 将手指并
拢后放在肚脐的下方， 大
约两指处 （脐下 1.5 寸）
是气海穴、 三指处（脐下
3 寸） 就是关元穴了。 我
每天都会用手掌以顺时针
方向按揉这两个穴位三五

十次， 自己感觉还是很
有效的， 这么多年了，
我的腰也没跟我“叫过
板”。

有时候， 门诊上的
病友特别多， 坐诊时间
一长， 我会感觉腰部疼
痛， 这个时候， 我会花
两三分钟时间， 用手掌
拍打背后的肾俞穴 （第
2 腰椎棘突下 ， 旁开
1.5 寸）， 每次拍打百十
次， 腰部的酸疼感很快
就减轻了。 肾俞穴也不
难找， 它就在我们平常
所扎皮带和腰椎交叉处
向上约四指的地方， 经
常拍打， 既能培补肾元，
又可以缓解腰肌劳损，
还可以保护腰部， 简直
是一举多得。

除了穴位按摩， 还
给大家推荐一个补肾的
好方子 ： 狗脊、 川断、
菟丝子各 30 克 ， 水煎
服， 就可以起到壮腰 、

填精、 补肾、 强骨的作
用。 煎药时， 先把药泡
上半小时， 然后加入 400
毫升水， 小火煎至一半
时， 将药液倒出来， 再
用同样的方法熬一次，
混合两次药液， 早晚各
喝 200 毫升， 坚持喝一
周就可以明显看出效果。

这个方子还体现了
中医里一个重要的药补
食疗法———以形补形 。
就拿狗脊来说， 听到它

的名字， 人们会误认为
是狗的脊梁， 其实， 狗
脊是一种草药， 一般生
长在山脚下、 沟边或是
树林下阴的地方， 中医
认为它有壮腰、 扶筋的
功效。 因为它看起来像
狗的脊梁， 所以人们称
之为“狗脊”， 认为吃了
它可以补肾壮腰。

河南中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王新志 （何世桢整理）

肋软骨炎是发生在肋软骨部位
的一种无菌性炎症， 局部肿大疼痛，
用中药内服外熨治疗， 疗效较好。

取柴胡、 枳实各 10 克， 赤芍、
丹参、 瓜蒌皮各 15 克， 郁金、 延
胡索、 白芍各 12 克， 炮山甲、 红
花、 甘草各 8 克， 蒲公英 30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分 2 次服； 药
渣再以小火炒热， 加食醋 50 克拌
匀， 乘热布包温熨患部。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狄俊虹献方

内服外熨治肋软骨炎

先熏后泡
治慢性前列腺炎

苍术 15 克， 五倍子 9 克， 甘
草 3 克。 将上药一同放入锅内， 加
水约 1000 毫升， 用小火煎至 500
毫升， 每日 1 剂， 分 3 次口服， 连
服 5 剂， 口腔溃疡可愈。

朱德珍献方

苍术甘草汤治口疮

“医生”本义是
“医学生”

解毒消肿话蜗牛

脐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经常
出现打嗝， 甚至呕吐等情况，
有时连饭也不想吃了。 其实，

“打嗝” 只是民间说话， 中医
把这种现象称作“嗳气”， 是
各种消化道疾病常见的症状
之一， 如果经常打嗝， 就提
示该养养脾胃了。

脾胃虚弱的人， 往往在
进食高脂、 高蛋白饮食， 或
大量饮酒， 或冷、 热、 辣等
刺激性食物， 尤其是吃一些
含碳酸的饮料， 比如可乐、
汽水等， 会出现频繁的嗳
气， 难以自主， 打嗝几天不
好。 这类人可以服用中药保
和丸以健脾和胃降逆； 或以
指压胸骨和肚脐连接线中央

的“中脘 ” （脐上 4 寸）
穴， 一边吐气一边按揉此
穴， 止嗝效果颇佳。

除了脾胃不和容易打
嗝， 肝胃不和的人， 往往在
情绪激动， 生气或不顺心的
时候， 也会出现频繁打嗝。
中医认为， 胃气以和降为
顺， 但生气时， 肝气挟胃气
上逆， 而出现嗳气， 此时应
采用疏肝和胃降气的方法，
可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
或按压“第三厉兑” 穴 （位
于足中趾的第一关节和第二
关节之间）， 也有较好的止
嗝效果。
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

主任医师 张涛

脾胃不和爱打嗝

简法止嗝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