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有过晕车晕船的经历，
头晕目眩 、 腹胀恶心 、 大汗淋漓 ，
甚至呕吐。 如何解决这恼人的晕车
问题， 这里介绍一种既安全又有效
的方法， 那就是按压内关穴。

内关穴位于手掌侧腕横纹上三
指， 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
内关穴是人体手厥阴心包经上的重
要穴道之一， 是多种疾病按摩治疗
时的首选穴。 按摩时， 用大拇指指
腹按压内关穴， 力度稍重， 以感到
酸胀为度 ， 该穴不但有益气安神 、
治疗心脏病的功效， 更有和胃降逆、
宽胸理气之功， 这也是为什么按压
内关穴可以治晕车的原因。

罗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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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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打疗法” 是指用槌或
木棒在患者某些特定部位上进
行轻重不同而有节奏的拍打
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 类
似中医的走罐 、 刮痧 ， 属于
按摩的一种手法 。 因此 ， 正
确的 “拍打 ” 的确可以作为
一种日常保健方式 ， 但前提
是正确找准穴位和经络 ， 且
运用恰当的手法。

“拉筋疗法” 其实在武术、
气功、 瑜加锻炼中一直存在，
道家也有 “筋长一寸， 寿延十
年” 的说法， 所以， 平日坚持
拉筋是一项比较好的保健方
法， 有促进全身气血循环的作
用， 对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
病、 肩周炎、 失眠等疾病都有
好处，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长寿
者往往都有一副柔软的筋骨。

那么， 为什么萧宏慈推崇
的 “拍打拉筋疗法” 却被认为
是在谋财害命呢？ 这是因为萧
宏慈过分夸大了 “拍打拉筋”
的疗效 ， 不仅宣称 “包治百
病”、 “有病就有痧， 痧重病
就重”， 还让患者禁食、 停止
常规药物治疗 ， 对于患者在
“治疗” 期间一度出现的呕吐、

眩晕等症状， 说成是 “好转的
反应”。

拍打疗法作为按摩的一手
法， 正确的应该是使震动力量
传达进去， 震动气血， 而不是
将皮肤拍出血点子， 甚至是破
皮流血。 同样， 正确的拉筋也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对一些软
骨损伤以及慢性疼痛确实能起
到缓解作用 ， 但不能治本 ，
“治百病” 更是忽悠人。 “拉
筋 ” 不能超过正常的弹性范
围， 否则就会拉伤， 绝非萧宏
慈宣称的 “要想病好得快， 就
多拉， 长时间的拉； 要想病好
得慢， 就少拉， 短时间的拉；
要想病别好， 那就别拉。”

一直以来， 中医以其副作
用小的优点而备受人们推崇，
但萧宏慈宣传的不是医学 ，
而是打着中医的幌子骗人 。
在此提醒患者， “拍打拉筋”
不能包治百病 ， 更不能替代
药物治疗 ， 而只能作为辅助
治疗手段。

长沙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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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李女士： 我患慢性鼻炎多
年， 经常鼻塞， 后从朋友那得到一个
偏方， 说缓解鼻塞效果不错， 具体方
法： 先将 40 个苍耳子炒干、 碾碎备
用； 然后取 50 克香油， 倒入锅内，
加入苍耳子， 小火加热， 等苍耳子炸
糊后， 关火； 最后把香油倒入小瓶中
保存， 每晚睡前滴 1-2 滴到鼻腔即
可。 请问， 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
未病中心陈瑞芳： 苍耳子具有发散风
寒、 通鼻窍、 祛风湿等功效， 在治疗
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方面都有一定
的作用。 但苍耳子有一定的毒性， 此
偏方中的用量已超过药典规定的安全
剂量， 若鼻炎患者长期使用， 可致神
经系统及肝肾损害。 因此， 不建议老
年人使用。

另外， 按摩迎香穴可以有效缓解
鼻塞。 迎香穴位于面部， 鼻翼旁开约
1 厘米皱纹中， 按压的时候有一些酸
胀感， 每次按压 1-2 分钟， 按摩后
鼻塞的症状会明显缓解。

千年健 、 花椒 、 羌活 、 独
活 、 红花 、 血竭 、 钻地风各 6
克 ， 白芷 、 艾叶各 10 克 ， 赤
芍、 川续断、 桑寄生、 五加皮、
防风、 当归尾、 制乳香、 制没
药各 12 克， 透骨草 100 克。 共
研细末， 装于纱布袋中， 蒸热
后热敷患部， 每次 30 分钟， 每
日 1-2 次， 用至症状消失为止。

黄芪、 黄柏各 20 克， 当归
15 克， 川芎、 香附各 10 克， 败
酱草、 白花蛇舌草各 30 克， 水
煎服， 每日 1 剂， 分早、 中、 晚
3 次服， 一般服药 15 剂后可愈。

淫羊藿、 蛇床子、 地肤子、
鹿衔草、 何首乌、 当归、 百部、
蝉蜕各 15 克， 赤芍、 黄柏、 龙
胆草、 金银花各 10 克， 水煎取
液坐浴， 每次 20 分钟， 每日 1
剂 ， 每日 2 次 。 7 日为 1 个疗
程， 一般用药 1-3 个疗程可愈。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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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油滴鼻
可治慢性鼻炎吗？

中医认为， 感冒可分为风
寒感冒与风热感冒， 这两种感
冒病因病机、 症状、 治疗原则
有很大差别， 用中医外治法治
疗副作用小， 而且效果不错。

风寒感冒
隔姜灸 取直径约 3 厘米，

厚 0.5 厘米的鲜姜片， 用针穿
刺数孔， 放在大椎、 风门、 肺
俞等施灸穴位上， 再在姜片上
放置艾炷， 并将其点燃， 待艾
炷燃尽为 1 壮， 共灸 3-5 壮，
每日灸 1 次。

敷贴疗法 大蒜、 生姜各
适量共捣烂 ， 取适量敷于肚
脐， 外盖纱布， 用胶布固定，
每日换药 1 次 。 敷后喝些热
粥， 疗效更好。

盐包法 将食盐 、 生姜
（捣烂 ）、 葱白 （切碎 ） 各适
量 ， 和艾绒混合后装进一个
布袋内 ， 表面喷少量水 ， 放
入微波炉中加热 3-4 分钟取
出 ， 趁热敷于腰背部 、 胸腹
部及双下肢。

风热感冒
中药擦涂 取葱头、 生姜

各 30 克， 食盐 6 克， 捣碎后
用适量白酒调匀 ， 用纱布包
好， 涂擦胸背、 肘窝、 腋窝及
手足心， 一般 15 分钟左右会
出汗， 对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
都有缓解作用。

刮痧 先在脊柱两侧均匀
涂抹润滑油， 再用刮痧板以 45
度角从上而下单向刮拭脊柱两
侧， 用力要均匀， 不强求出痧，
以刮痧部位轻度发热为宜。

中药熏蒸 取桑叶、 菊花
各 10 克， 加水煮沸约 3 分钟，
倒入大口碗中， 面部对着蒸汽
做深呼吸， 每日数次， 对感冒
初期效果较好。

中药泡浴 取桑叶、 菊花、
薄荷、 荆芥各 15 克， 芦根 30
克， 水煮两次后混合药液倒入
木盆中 ， 加热水泡浴 ， 每次
10-20 分钟， 每日 1 次。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祝建材

1、 每次开始拍打时手法宜轻， 然
后再渐渐加重， 拍打快结束时， 可在
某些重点穴位、 经络上进行重拍。

2、 拍打顺序应该是“先左后右，
从上而下， 由近及远”。 先拍打背部正
中线， 再拍打脊椎两旁， 然后再拍打
上肢、 下肢； 拍打四肢时先近端、 后
远端， 先前侧、 再后侧， 先内侧、 后
外侧， 每侧拍打 3-5遍。

3、 拍打治疗前要适当休息， 使情
绪安定， 排净二便； 室内温度要适中，
一般以 25℃-30℃为宜。

4、 对儿童和年老体弱者手法宜
轻， 对年青体壮者手法宜重； 肩部、
背部和腰部宜轻拍， 骶部要重； 四肢
肌肉丰满处手法宜重， 关节及肌肉较
薄处手法宜轻。

5、 患有各种皮肤病、 疮疖、 痈疽、
急性传染病、 癫痫、 严重心脏病、 骨
折未愈合、 骨结核、 肿瘤、 出血倾向，
以及妇女月经期、 妊娠期者禁用。

“拍打拉筋疗法”可以治病吗？
据媒体报道， 近日 53 岁的“神医” 萧宏慈因犯过失杀

人罪在英国伦敦机场被捕。 报道称， 一名患有糖尿病的 6
岁澳大利亚男童和一名同样患有糖尿病的 71 岁的英国妇人
因轻信了萧宏慈推崇的“拍打拉筋疗法”， 停止了糖尿病药
物治疗而最终丧命。 “拍打拉筋疗法” 到底是一种什么疗
法？ 有没有理论依据？ 真的可以治病吗？

如何正确“拍打”

晕车晕船
一个穴位轻松搞定

内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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