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入药来（91）

藏红花为鸢尾科植物番红花花柱的
上部及柱头， 又名撒馥兰、 西红花， 因
为它最早是由印度、 伊朗等地传入西
藏， 故称为藏红花。 藏红花主要生长于
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高寒地区， 不仅可
食用， 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藏红花味甘性平， 具有疏经活络、
通经化瘀、 消肿止痛、 凉血解毒的功
效， 常用于治疗忧思郁结、 胸膈痞闷、
吐血、 血瘀血滞、 妇女月经不调、 产后
恶露不尽、 跌打损伤、 内外出血等症。

临床治疗经闭经痛、 产后腰痛： 用
藏红花 2 克 ， 丹参 15 克 ， 益母草 30
克， 香附 12 克， 水煎服。 治产后瘀血：
用藏红花 2 克， 牡丹皮、 当归各 6 克，
大黄 4.5 克， 干荷叶 6 克， 研为细末，
每次服 6 克， 白开水送下， 每日 3 次。
治月经不调 ： 藏红花 3 克 ， 黑豆 150
克， 红糖 90 克， 水煎服。 治跌打损伤：
藏红花 3 克， 浓煎取汁， 加白酒少许，
外擦患处。 治各种痞结： 藏红花 1 朵，
开水冲泡代茶饮。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藏红花所含的
多种成分可作用于循环系统， 增加冠状
动脉的血流量， 改善心肌供血供氧， 还
对子宫有兴奋作用。 现代医学界将藏红
花广泛应用于治疗脑血栓、 脉管炎、 心
肌梗塞、 神经衰弱、 惊悸癫狂等疾病，
均获得满意疗效。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冰

活血养血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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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
味辛性温， 气芳香， 有解暑

化湿、 温胃醒脾、 和中止呕、 行
气止痛之功， 为暑月常用要药，
多用于夏日感受暑湿， 出现恶寒
发热、 头痛、 胸闷、 腹痛吐泻、
神疲体倦等症的治疗 。 每次取
10-15 克 （鲜品 30 克）， 分 2-3
次煎服， 代茶饮， 也可与佩兰、
紫苏叶、 陈皮等同用。 但暑热较
重、 阴虚火旺、 舌燥无苔、 津液
不布者不宜。

佩兰
味辛性平， 气清香， 有清暑

辟浊、 醒脾化湿之功， 可治疗因
感受暑热引起的发热头痛、 胸脘
痞闷、 食少呕吐、 腹痛腹泻、 口
臭苔腻等症。 每次取 10 克 （鲜
品 30 克）， 煎服代茶饮， 可与藿
香配伍同用。

荷叶
味苦性平 ， 气清香 ， 有消

暑化湿 、 升清醒脾 、 解毒辟秽
之功 ， 多用于治疗夏日中暑胸
闷 、 胃口不开以及痱毒 、 身痒
等症， 还可用于减肥。 取鲜荷叶
一角 （ 约 1/3 - 1/4 片） 或干荷

叶 10 克 ， 撕碎后煎水
代茶饮， 也可用鲜荷叶
蒸饭、 煮粥。

竹叶
味甘淡性寒， 有清热除烦、

清心利尿之功， 可用于治疗夏日
受热心烦、 小便短赤、 口舌生疮
等。 每次取 10 克， 单用水煎服，
或与麦冬、 薄荷等同用。

薄荷
味辛性凉， 气芳香， 有散风

热、 清头目、 利咽喉、 辟秽恶之
功， 适用于风热感冒或风火上攻
引起的头痛目赤、 咽喉肿痛、 胸
胁闷胀， 以及感受暑湿秽浊之气
所致的腹痛吐泻 、 口臭口疮等
症。 每次取 10 克， 开水冲泡后
代茶饮， 可单用， 也可与菊花等
花茶同用。

菊花
味苦甘， 性微寒， 能疏风散

热、 平肝明目， 常用于治疗外感
风热引起的头痛头晕、 目赤肿痛
等症。 每次取 6-10 克， 沸水冲
泡后代茶饮， 可单用， 也可与金
银花 、 桑叶 、 薄荷 、 决明子同
用。

金银花
味甘性寒， 既能宣散风热，

又能清热解毒、 清心消暑， 且不
伤胃， 可治疗暑热心烦、 身患疮
疖 、 咽喉肿痛等症 。 每次取 10
克， 沸水冲泡后代茶饮， 可单用
或与菊花同用。

西洋参
味甘、 微苦， 性凉， 有补气

益阴、 清热除烦、 生津止渴、 消
暑解酒之功 ， 为夏日进补之佳
品 。 凡夏日伤暑伤气 、 体质虚
弱， 有虚热烦倦、 咽干口渴、 食
欲不振、 精神萎靡等表现， 欲用
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 最为
适宜。 每次取 3-6 克， 水煎服，
可单用或与麦冬 、 五味子 、 竹
叶、 金银花等同用。 另外， 由于
西洋参中的有效成分会被茶叶中
的鞣酸破坏， 因此， 服用西洋参
时不宜喝茶。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博恩

肝癌验方
【方名】 蟾龙散
【组成】 蟾酥 5 克 ， 蜈

蚣 、 儿茶 25 克 ， 参三七 、
丹参、 白英、 龙葵、 山豆根
各 250 克。 上药共同研成极
细末 ， 每服 4 克 ， 每日 3
次。

【功效】 活血化瘀 、 清
热解毒、 镇痛。

食管癌验方
【方名】 藻蛭散
【组成】 海藻 30 克， 生

水蛭 6 克。 研成极细末， 每
服 6 克， 每日 2 次， 黄酒、
温水各半冲服。

【功效】 软坚 、 化瘀 、
消痰、 散结， 适用于痰淤互
结， 舌紫苔腻， 边有瘀斑，
脉细滑或细涩者。

胃癌验方
【方名】 消癌丸
【组成】 僵蚕 120 克 ，

蜈蚣 48 克， 制马钱子 （浸润
去皮， 切片， 麻油炸黄， 沙
土炒去油） 24 克， 硫黄 9 克。
共研极细末， 以炼蜜为丸如
桂圆核大， 每日 1 粒， 一般
连服 10日， 痛减而呕止。

【功效】 理气止痛、 攻毒
制癌、 破血祛淤， 适宜体虚
者。

乳腺癌验方
【方名】 乳癌散
【组成】 炙蜂房、 苦楝

子、 雄鼠粪各等份。 研极细
末， 每次 9 克， 水送服， 隔
天服 1 次。

【功效】 适用于乳腺癌
初起。

温馨提醒： 由于每个人
体质和病情不同， 以上组方
均须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使
用， 切忌在没有辨证的情况
下自行用药。

国医大师
江苏省名中医 朱良春

消食解酒方三则

单味中药可解暑
最近全国多地均出现了 40℃以上的高温， 气候炎

热， 暑湿蒸腾， 容易使人感到困倦乏力、 食欲减退、 烦
躁易怒， 甚至会出现胸闷、 发热、 头痛、 身重、 呕吐、
腹痛、 腹泻等中暑症状。 这时可在家中备些有解暑化湿、
清热解毒作用的中药， 对防暑祛病很有好处。

虫药治癌
大多数人都谈癌色变， 把它视为绝症， 甚至还有“治

好不是癌， 是癌治不好” 的说法。 笔者临床工作多年， 根
据“虫药治癌” 的思路， 灵活运用如斑蝥、 壁虎、 地鳖
虫、 蝉蜕、 蟾蜍、 地龙 （蚯蚓）、 僵蚕、 蝼蛄、 全蝎、 凤
凰衣、 蜈蚣等虫类药物， 使病情缓解甚至治愈的癌症患者
不计其数。 下面就列举几则抗癌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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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丝瓜络 30 克， 加水 1000 毫
升， 煮沸后再用小火煮 10 分钟 ，
药液分 4 次服完 ； 药渣再加水
1500 毫升， 煮开后停火， 水温适
宜后坐浴， 每日 1 次， 坚持 1 个月
可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白芨、 蒲公英各 500 克， 烘干
研末混合均匀备用。 每次取 15 克，
空腹温开水冲服， 每日 3 次， 连服
1 个月为 1 疗程， 对胃及十二指肠
溃疡出血、 浅表性胃炎均有良效。

丁香 3 克， 沉香 3 克， 代赭石
（先煎） 30 克， 白芍 20 克， 半夏、
枳实、 生姜、 炙甘草各 10 克， 人
参、 大黄、 黄连各 6 克。 水煎 30
分钟， 早、 晚温服， 每日 1 剂， 分
两次服， 连用 2-4 剂。

胡佑志 献方

山楂麦芽茶 山楂、 生麦芽各 10
克， 同置杯中， 倒入开水， 加盖焖泡
30 分钟， 代茶饮用。

【功效】 消食化滞， 适用于伤食或
大病初愈、 胃弱纳差而强食所致的脘
腹胀闷、 恶食恶心、 或呕或泻等症。

甘露茶 炒山楂、 炒枳壳、 姜炙厚
朴、 乌药各 24 克， 生谷芽 30 克， 炒
神曲 45 克 ， 陈皮 120 克 ， 陈茶叶 90
克。 上述药材干燥后研成粗末， 每次
取 9 克， 开水冲泡代茶饮。

【功效】 消食开胃、 行气导滞， 适
用于饮食积滞、 气机受阻之脘腹饱胀
疼痛、 嗳气、 纳呆、 厌食等症。

橘味醒酒羹 糖水橘子、 糖水莲子
各 250 克， 青梅 25 克， 红枣50 克， 白
糖 300 克， 白醋 30 毫升， 桂花少许。
青梅切丁 ， 红枣洗净支核 ， 置小碗
内加水蒸熟 。 糖水橘子 、 糖水莲子
倒入锅中 ， 再加入蒸熟的青梅 、 红
枣 、 白糖 、 白醋 、 桂花及适量清水 ，
煮开食用。

【功效】 清热利湿、 和胃降气、 清
热生津， 适用于饮酒后嗳气呕逆、 吞
酸嘈杂、 不思饮食、 燥热烦渴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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