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清早，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湖湘名医堂文先惠教授的诊
室外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有白发苍
苍的老人， 也有抱着婴儿的母亲。

孙女士是位年轻的妈妈， 她的孩
子出生还只有 40 多天时， 因发烧、
咳嗽多日， 吃了一些药没有效果， 心
里很着急， 经人介绍找到了文先惠教
授。 文教授只用了 3 付中药， 孩子就
完全好了。 孙女士的孩子现在已经 1
岁多了， 可她还是经常提起文教授。

李奶奶患有慢性胃肠病， 痛苦不
堪， 找过很多医生， 也住过院， 就是
未见明显效果， 经文教授的精心治
疗， 李奶奶现在已经痊愈， 她逢人便
说： “文教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家住浙江省的黄奶奶， 今年 78
岁， 3 年前被确诊为小细胞肺癌， 因
胸腔积液先后抽胸水 2 次 ， 每次
1000 毫升， 因黄奶奶年龄大不宜做
化疗而求诊于文教授。 经文教授 3 年
的精心治疗， 黄奶奶恢复得不错， 从
服中药起， 再没有抽过胸水。

文先惠教授从医四十余载， 系全
国著名中医学家刘炳凡研究员的学术
继承人， 擅长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
每周四上午是文教授的门诊时间， 他
接待病人热情、 诚恳、 关心， 在医院
和患者圈中有口皆碑， 无论工作再忙
再累， 对患者总是和颜悦色， 认真诊
疗。 他认为， 金杯银杯不如病友的口
碑， 医生的威望是在实践中树立起来
的， 其信誉是由患者的口碑相传逐渐
广为人知的。 他说： “医生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要尊重病人， 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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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个

偏方名 越鞠丸
【食材】 炒苍术、 醋炒香附、 川芎、 炒神曲、 黑山栀各等份。
【做法】 将上述 5味药研磨成细末后， 用水制成绿豆大的药丸， 每次 15克， 用白开水送服， 每日 3次。

�� 【外公问诊记】 一次， 一位衣
着亮丽的女士来到外公的诊所， 外
公问她哪里不舒服 ， 她却说出了
“郁闷” 二字。

如今， 郁闷一词似乎已经成了
人们的口头禅。 当然， 人非草木，
没有人可以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
偶尔的心情不快也正常， 但是， 千
万不可以让这种负面情绪发展下
去， 因为它很可能诱发抑郁症。

外公听后， 随口说道： “是不
是心事太多啊？” 那女士叹了口气：
“最近公司内部出了很多问题， 一
天到晚被一大堆事困扰着， 每天加
班到很晚， 回家后老公还说我只顾
工作， 不顾家庭， 我着实冤枉啊。
我觉得每天都烦， 最近还经常觉得
胸闷， 上不来气。”

听完她的叙述， 外公建议她试

试越鞠丸， 既可以在药店购买， 也
可自己制作。 并嘱咐她， 在服药的
同时， 自己也要学会调节情绪， 将
难处告诉老公， 让最亲近的人帮助
自己分担生活中的压力。

那女士道谢后便回家了， 大约
服药半个月后来外公的诊所复诊，
结果精神状态大好， 还说夫妻俩的
关系也和谐了不少。

【外公说中医】 中医认为， 郁
证包括 “气郁 、 血郁 、 痰郁 、 火
郁、 湿郁、 食郁” 等六郁， 其主要
原因是气郁， 气郁容易导致血行不
畅， 进而形成血郁； 而气血郁久就
会聚湿食滞， 形成湿郁、 食郁， 化
火形成火热之郁。 而越鞠丸的主要
功效就是开郁舒气， 因此可以舒畅
气机， 气郁得消， 故六郁皆舒。

“鞠” 即郁也， 因本方能发越

郁结之气， 故名 “越鞠”。 越鞠丸
又名 “芎术丸”， 为治疗因六郁导
致的胸膈痞闷、 吞酸呕吐、 饮食不
消等症的主要方剂。 该方中， 香附
辛温芳香， 具有开气郁之功； 苍术
可燥湿郁； 川芎可调血郁； 栀子苦
寒， 具有解火郁之功； 神曲可消食
郁。 本方虽无治痰郁之品， 然痰郁
多由脾湿引起， 并与气郁、 火郁、
食郁有关 ， 故方中虽没有治痰之
药， 有治病求本之意。

此外， 还可在越鞠丸的基础上
随症加减： 如湿郁重则加茯苓、 白
芷 ； 火郁重加青黛 ； 血郁重加桃
仁、 红花； 气郁重加木香、 槟榔；
食郁重再加麦芽、 山楂、 砂仁； 痰
郁重加制南星、 姜半夏、 瓜蒌、 浮
海石； 挟寒加吴茱萸等。

朱惠东

地址：长沙市麓山路 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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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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 鱼腥草对于产妇而言 ，
到底是有 “神奇消炎作用” 的良药，
还是有毒性的 “毒药” 呢？ 自古以
来， 鱼腥草就被列入清热解毒的常
用中药之一， 除清热解毒功效外 ，
鱼腥草还有排脓消痈、 利尿通淋的
作用， 临床上常用于治疗热淋、 肺
痈、 喘咳、 痈肿疮疡等症。

在我国北方或中部地区气候多
寒冷， 刚生完孩子的产妇， 尤其是
过多出汗和大出血的产妇身体一般
处于虚寒状态， 这个时候用寒凉的
鱼腥草会加重体内寒气， 对身体的
恢复显然是不利的。 但是， 该记录

片中的拍摄地是四川， 由于四川盆
地气候湿热， 如果产妇是湿热体质，
服用含有鱼腥草的食疗方是可以的，
因此， 在辨证使用鱼腥草的基础上
还应该把这个地域因素考虑进去。

对于鱼腥草是否有毒， 中药古
籍对其记载不一， 有的记载无毒 ，
有的则记载 “有小毒”， 但是从很多
地方将其用作食材来说， 即便有毒，
毒性也很小。 另外， 现代药理实验
表明， 鱼腥草的有效成分鱼腥草素
对卡他球菌、 流感杆菌、 肺炎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明显抑制作用 ，
所以临床使用仍较广泛。

另有报道称， 鱼腥草注射液可
引起过敏反应， 主要表现有药物性
皮炎 、 末梢神经炎 、 过敏性紫癜
等 ， 严重者可引起过敏性休克 ，
乃至死亡 。 但是 ， 鱼腥草注射液
与含有鱼腥草的汤药不是一回事 ，
鱼腥草注射液是从鱼腥草中提取
“有效成分” 直接输入血管 ， 而含
有鱼腥草的汤药则需要经过消化系
统吸收才能得以利用， 因此， 两者
还是不同的， 按医嘱服用不会有太
大问题。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
副主任中医师 李新珍 王俊兰

1、 肺脓疡： 鱼腥草 30 克，
桔梗 15克， 水煎服或研末冲服。

2、 痢疾： 鱼腥草 20 克， 山
楂炭 6克， 水煎加蜂蜜服。

3、 流行性腮腺炎：新鲜鱼腥
草适量，捣烂外敷患处，以纱布、
胶带包扎固定，每日换药 2次。

4、 急性黄疸性肝炎： 鱼腥
草 180 克， 白糖 30 克， 水煎服，
每日 1剂， 连服 5-10剂。

5、 肾病综合征： 鱼腥草
（干品） 100-150 克， 加水 1000

毫升， 浸泡半小时后水煮代茶
饮， 3个月为 1个疗程。

6、 妇人外阴瘙痒： 鱼腥草
100 克， 硫磺 50克， 雄黄 40 克，
杏仁、 百部各 30 克， 共加水煮
沸， 趁热熏蒸外阴， 然后药液
温洗外阴， 每日 2 次， 连续使
用 2周。

7、 疮痈疖肿： 鱼腥草、 野
菊花各等量， 共捣烂为糊， 外敷
患处， 每日换药 2-3 次， 连续
3-5天即可。

桃仁 50 克， 猪油 50 克，
混合捣成油脂， 每日擦患处
4-5 次， 有较好疗效。

蚕砂 50 克 ， 碾碎 ， 用
醋调成糊状， 每日外敷患处
3 -4 次 ； 或 将蚕砂布包蒸
热， 每日热敷患处多次， 肿
胀可消。

� �生栀子 、 生大黄 、 芒硝
各 30 克， 均研末， 用蛋清或
醋调成糊状外敷即可。 此法
适合于 3 天以内的急性软组
织损伤。

湖南中医药大学
方剂学教授 袁振仪 献方

《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播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 其中， 一
段关于鱼腥草的片段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吐糟： “四川的外婆带
来了晒干的鱼腥草， 用它炖鸡汤， 有利于伤口愈合， 最适合产妇
身体恢复……” 不少网友看后认为鱼腥草本身有毒， 并且注射液
也出现过不良反应， 怎么可能成为促进产妇康复的食材呢？

鱼腥草能促进产妇康复

鱼腥草药用验方

越鞠丸：胸闷气短一扫光 全天心情变舒畅

———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
属医院文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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