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灸疗法】
取肾俞 （第 2 腰椎棘突旁开

1.5 寸）、 关元 （脐下 3 寸）、 膀
胱俞 （第 2 骶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中极 （脐下 4 寸） 为主穴，
三焦俞、 委中、 委阳、 三阴交、
阴陵泉为配穴。 每日选主穴、 配
穴各 1-2 个进行针灸治疗， 易汗
者可加肺俞、 尺泽穴。

【捏脊疗法】
患儿裸露背部， 俯卧于床上，

先用手掌按摩患儿背部， 然后沿
小儿脊柱自长强穴 （尾骶部与肛
门之间） 开始， 用两手食指及拇
指将皮肤提起， 沿督脉边推边捏

至颈部风府穴 （后发际正中直上 1
寸）， 反复 5 遍， 每遍捏推 3 下，
将两手之间的皮肤向上提一下，
称为 “走三提一”， 每日 1 次。

【按摩疗法】
方法一 揉丹田 200 次， 摩

腹 20 分钟， 揉龟尾 （臀部尾椎
骨处） 30 次， 较大的儿童可用擦
法， 即横擦肾俞 （第 2 腰椎旁开
1.5 寸）、 八髎穴， 以发热为度。
每天下午进行， 7 天为 1 个疗程。

方法二 补脾土 800 次 ， 补
肾水 800 次， 推三关 300 次， 揉
丹田 20 分钟， 按百会 50 次。 每
天下午进行， 7 天为 1 个疗程。

【足浴疗法】
方法一 川断、 狗脊、 女贞

子各 30 克 ， 党参 、 茯苓各 20
克， 甘草 6 克。 上药浸泡 30 分
钟后加水煎煮， 待药液温度适宜
时 ， 浸泡双脚 ， 每次 30 分钟 ，
每日 2 次， 每日 1 剂。 适用于肾
虚所致的小儿遗尿。

方法二 车前子 、 淡竹叶 、
灯心草、 通草各 10 克， 上药浸
泡 10 分钟后加水煎煮， 待药液
温度适宜时， 浸泡双脚， 每次 30
分钟， 每日 2 次， 每日 1 剂。 适
用于心经热盛所致的小儿遗尿。

天津名老中医 贾佩琰

������山西读者韩女士： 近几年来我时常
感觉外阴干燥瘙痒， 医生诊断为外阴
白斑， 曾用过不少中西药物治疗， 但
无明显疗效， 深感苦恼。 请问有什么
好的中医方法治疗该病吗？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郭旭光：
外阴白斑又称外阴白色病变， 是外阴
皮肤粘膜营养障碍所致的组织变性及
色素减退， 属中医 “阴痒”、 “阴蚀”
等范畴。 中医认为本病乃长期手淫或
其他不良刺激， 造成精血瘀滞、 筋脉
失荣所致， 以中老年妇女多见， 是妇
科常见而难治的病症之一， 患处伴有
剧烈瘙痒、 皲裂。 临床观察发现， 用活
血通精汤治之， 可获得满意疗效。

具体方法： 取当归、 鸡血藤、 牛膝
各 15 克， 制首乌、 益母草各 30 克， 补
骨脂、 肉苁蓉、 黑芝麻 （另包） 各 20
克， 头两煎口服 （黑芝麻嚼碎服）， 第
三煎药液先熏洗坐浴。 每日 1 剂， 30
剂为 1 个疗程。

治疗期间禁房事， 忌食辛辣刺激性
食物， 忌烟酒， 平时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的食物， 内裤宜穿宽松的棉织品， 忌穿
尼龙或化纤制品； 夏季天热多汗时， 不
要穿连裤袜、 紧身裤或牛仔裤； 清洗外
阴不宜用高锰酸钾液或肥皂。

网址：www.xxmzzyy.com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电话：0743—8223788
湘中医广（2017）第 04-18-010号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２０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ｃｏｍ 版式：洪学智06 中医中药

■千家药方

������大黄 20 克 ， 芒硝 60 克 ， 乳
香 、 没药各 8 克 ， 蒲公英 15 克 ，
冰片 10 克。 共研成细末， 装瓶备
用， 每次使用时取适量用鸡蛋清调
成糊状， 视面积大小， 将药糊外敷
患处， 纱布包扎固定， 24 小时换药
1 次， 一般外敷 4 天即可见效。

������五倍子 50 克， 放入砂锅内炒
黄， 冷却后研成细末， 用适量米醋
调成膏状。 每晚睡前取适量药膏外
敷患处， 次日洗去， 每日 1 次， 1
周为 1 个疗程， 连用 1-2 个疗程。

������栀子、 木香各 15 克， 水煎取
液备用 。 使用前先将患处洗净擦
干， 再用消毒棉签蘸取药液涂抹患
处， 每日 2-3 次， 每次涂药 5 分钟
左右， 一般用药 1-2 天即可痊愈，
该方同样适用于小儿。

胡佑志 献方

名老中医沈绍功

1、 白扁豆 湿气的产生跟脾
的运化功能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
脾的运化能力不够就容易产生湿
气 ， 而白扁豆的主要作用是健
脾， 脾的运化能力增强， 体内的
湿气就容易被祛除。 需要注意的
是， 白扁豆一定要用生的， 将其
煮成粥、 泡水， 或磨粉后和在面
粉里做包子都可以， 对剂量没有
严格的限制。

2、 陈皮 陈皮就是橘子皮，
是一味极好的开胃药， 最好最出
名的陈皮是广州新会的， 《沈氏
女科 》 的开胃药里都离不了陈
皮。 南方有种一种零食类果脯也
叫陈皮， 胃口不好时含上一点，
胃口马上就开了， 胃口一开湿气
也化了。 陈皮不仅可以直接嚼着
吃， 也可以泡水喝、 煮粥食。

3、 山楂 山楂也是一种药食
同源的药材， 具有开胃、 活血、
减肥、 软化血管等功效， 女性月
经不调， 以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
人用山楂泡水喝都很有好处。 但
是， 由于山楂味酸， 胃酸过多的
人受不了， 所以， 这类人群可以
少吃或者先把山楂用苏打水泡一
下再食用， 可起到去酸的目的。
另外， 用山楂做成的糖葫芦， 以
及制成的山楂糕、 果丹皮等， 含
糖分较高， 糖尿病患者要少吃。

国医大师路志正

四神汤是著名的健脾祛湿
方， 由薏苡仁、 莲子、 山药、 茯
苓四味药组成， 有健脾、 养颜、
祛湿、 降燥等诸多功效。 取等量
的四味药， 可以直接煎水喝， 也
可以用煎好的汤水煲汤、 煮粥，
由于四神汤的味道甘淡， 因此不
会影响汤粥的味道。

四神汤的药性均以甘平为
主， 其中， 山药以补虚为长； 茯
苓以祛湿为长 ； 因为湿久会化
热， 变成湿热， 而薏仁既有化湿
之功， 又有清热之力， 最擅长清
湿热； 莲子又能养心安神。 四药
合用， 不但有茯苓化湿， 还有薏
苡仁清热 ， 又有山药 、 莲子补
虚， 且能镇水， 达到安神之功，
使湿气不再为害， 从而整体调理
身体， 促进健康。

国医大师王琦

清暑祛湿茶源自 《沈氏女
科》， 是专门针对夏季三伏天配
制的一款茶， 主要由薏苡仁、 藿
香、 决明子、 荷叶、 菊花等药物
组成， 用开水冲泡即可， 不仅能
解暑， 还能减肥。 其中， 薏苡仁
祛湿 ； 藿香清暑 ； 决明子 、 荷
叶、 菊花清火， 还可根据个人的
喜好放适量的茶叶， 红茶、 绿茶

均可。 胃凉的人可以用红茶， 红
茶是暖胃的； 如果胃热， 就用点
绿茶； 如果喝茶影响睡眠， 也可
以不放茶叶。

知名中医余浩

一些老年人长期咳喘痰多，
西医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 治疗
多以止咳化痰为主， 其实这样的
病人多半是 “脾虚失运， 痰湿内
盛” 所致， 止咳化痰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 急性期痰湿较盛
者， 可以通过燥湿化痰、 理气和
中来缓解； 后期应从脾胃入手，
“培土制水”， 脾胃功能恢复了，
水湿运化正常， 痰湿自然也就可
以得到控制。

二陈汤由半夏、 陈皮、 白茯
苓、 甘草、 生姜组成， 由于陈皮
和半夏多以陈旧者效果为佳， 所
以取名叫 “二陈”， 有燥湿化痰、
理气和中的功效， 是治疗湿痰症
的不二良方。 二陈汤的组方略为
加减变化， 还能用于多种痰证，
如治湿痰， 可加苍术、 厚朴； 治
热痰 ， 可加胆星 、 瓜蒌 ； 治寒
痰， 可加干姜、 细辛； 治风痰眩
晕， 可加天麻、 僵蚕； 治痰食交
阻， 可加莱菔子、 麦芽； 治痰气
郁闭， 可加香附、 青皮、 郁金；
治顽痰阻滞经络， 形成瘰疬、 痰
核， 可加海藻、 昆布、 牡蛎。

魏卫

湿气不除 减肥无功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
下， 体重仍不断增加， 他们时常抱怨“喝水都
长肉。” “喝水真的能长肉？” 当然不是!�这是因
为体内有湿。

体内的湿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自然界的湿邪
（即外湿）， 另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的湿邪 （即
内湿）。 体内有湿的人， 常会伴有舌苔白腻， 头
身困重， 消化功能差， 大便粘在马桶上不易被
冲走等特点， 还极易引发风湿性关节炎、 湿疹、
眩晕、 失眠、 高血脂、 冠心病、 高血压等疾病。
对这类人群减肥该怎么办呢？ 几位国医大师、
名老中医为您开方。

小儿遗尿外治四法

外阴白斑
试试活血通精汤

名老中医推荐祛湿减肥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