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茱萸的果肉称 “山萸肉”，
为传统名贵中药材， 有补益肝肾、
涩精固脱的作用， 常用的六味地
黄丸、 金匮肾气丸、 知柏地黄丸、
杞菊地黄丸等均是以山萸肉为主
药的良方。 不仅如此， 山茱萸还
可以治疗以下常见疾病。

1、 治高血压： 将吴茱萸研为
细粉， 每次 20-30 克， 用醋调成
糊状， 睡前敷贴两足心， 外用布
包裹， 一般敷药 12-24 小时后血

压开始下降， 自觉症状减轻。
2、 治痢疾： 取吴茱萸 6 克，

六一散 （由滑石、 甘草组成， 比例
为 6:1） 9 克， 将吴茱萸研末后与六
一散混匀， 水调成糊状敷脐部， 外
用纱布、 胶带固定， 每天换药一次。

3、 治小儿多涎 ： 吴茱萸 3
份， 胆南星 1 份， 研末和匀备用。
睡前取 15 克， 用陈醋调敷双足涌
泉穴， 外用纱布固定， 每次敷贴
12 小时， 一般 3-4 次即愈。

4、 治小儿腹泻： 吴茱萸 12克，
研末后与未熟的米饭 (俗称夹生饭)
适量做成饼糊， 睡前敷于脐部， 外
用纱布固定， 12小时后揭去。

5、 治鹅口疮： 用吴茱萸、 附
子各 10 克， 共研末后用米醋调为
稀糊状， 涂擦患儿两足心， 先用
塑料布裹一层， 然后用洁净布裹
一层， 以不松不紧为宜， 连用两
次即可。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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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医学
界的震动 。 马兜铃酸致肾衰竭 、
上尿道癌早已被证实， 而它的致
细胞 DNA 变异作用诱发肝癌是最
新的重大发现。 研究者称， 马兜
铃酸致 DNA 发生 “转换” 突变，
使腺嘌呤变成胸腺嘧啶， 而且具
有专一性， 可以形成一个 “马兜
铃酸专一性突变标记”， 相当于一
种 “身份标志物”。 只要肝癌患者
体内发现这个突变， 就可以认定
是马兜铃酸导致的。

马兜铃酸真的会导致肝癌的
发生吗？ 一些含有马兜铃酸的中
草药都不能用了吗？ 上海仁济医
院消化内科茅益民教授在国内率
先牵头开展药物肝损伤的相关研
究， 并创建了国内首个关注药物
性肝损伤的网络平台 。 他表示 ，
医学界对这篇论文尚有很大争议，
该研究只能说明马兜铃酸与肝癌
发生关联， 但不能说明具有直接
因果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肾脏病科谢院生、 陈香美也发
文表示， 马兜铃酸导致肝癌的证
据不足 ， 需进一步研究 。 不过 ，
该论文提醒我们应对含有马兜铃
酸的药物提高警惕。

其实， 相关研究早已证实， 关
木通、 广防己、 青木香、 马兜铃、
寻骨风、 细辛、 南木香、 管南香、
三管筒、 朱砂莲、 天仙藤、 通城虎、
藤香、 淮通、 背蛇生、 蝴蝶暗消、
逼血雷、 白金果榄、 假大薯等中草
药都含有一种叫 “马兜铃酸” 的化
学物质， 且这种物质能引发的基因
突变数量高于烟草和紫外线， 是目
前已知能导致基因突发的最强毒物。

因此， 国际医学界早在十几
年前已经对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

喊停： 2001 年， 世界卫
生组织提出对马兜铃酸
药物的警报 ； 2002 年 ，
美国 FDA 下令禁止使用一切含有
马兜铃酸的草药； 2003 年， 中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取消关木
通的药物标准； 2004 年， 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总局取消了广防己和
青木香药物标准； 2005 年， 《中
国药典》 剔除了含有马兜铃酸的
中草药； 2012 年， 所有的马兜铃
酸类物质被升级为 1 类致癌物。

专家们认为， 我们应该正视中
草药引起肝损伤的问题， 但这项研
究属于回顾性研究， 不是前瞻性研
究， 研究中并未报道患者何时开始
使用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 多大剂
量暴露， 有没有滥用其他中药， 中
药材在种植中有没有重金属污染，
亚洲和欧美之间的差异是否与人
种、 饮食结构有关等……这些问
题， 研究中都没有涉及。 而且， 肝
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如
遗传、 肝炎病毒感染、 黄曲霉素
等， 马兜铃酸诱发基因突变只是
因素之一， 只能说明马兜铃酸与
肝癌发生相关， 但不能得出马兜
铃酸与肝癌的直接因果关系。

俗语说 “是药三分毒”， 不论
是西药还是中草药， 都可能增加
肝脏代谢负担， 甚至引起肝脏毒
性。 西药中的非甾体类消炎镇痛
药 （如阿司匹林）、 抗生素 （如红
霉素）、 抗结核药 （如异烟肼 ）、
抗肿瘤药 （如环磷酰胺）、 神经系
统疾病治疗药物 （如卡马西平）、
精神疾病治疗药物 （如奥氮平）、
心脑血管治疗药物 （如胺碘酮 、
氯吡格雷）、 代谢性疾病治疗药物
（噻唑烷二酮类药物）、 抗真菌类

药 （如酮康唑）、 免疫抑制剂、 激
素类药 （包括口服避孕药） 等等，
都是目前已知的、 引起肝损伤发
生率较高的药物。

而一些中药， 如黄药子、 菊三
七、 苍耳子、 何首乌、 雷公藤、 苍
术、 天花粉、 桑寄生、 麻黄、 柴
胡、 番泻叶、 蜈蚣、 合欢皮、 丁
香、 川楝子、 蓖麻子、 罂粟、 姜半
夏、 泽泻、 大黄、 虎杖、 防己、 土
荆芥、 朱砂、 斑蝥、 穿山甲、 乌头
等同样可以引起肝损伤。 一方面，
由于中草药本身成分非常复杂， 而
且中草药各成分间、 配伍的各种
药之间的相互作用尚不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 中药材在种植、 运输、
储存过程中可能存在农药、 重金
属污染， 以及中药制作工艺相对
落后等问题，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
增加药物性肝损伤的风险。

因此， 不论是服用中药还是
西药， 我们都应积极预防药物性
肝损伤的发生， 如用药前先咨询
有经验的医生或临床药师， 严格
按照说明书要求剂量用药； 如非
必须， 应尽可能避免同时使用多
种药物； 使用具有肝脏毒性的药
物时， 应定期监测肝功能， 或同
时用些护肝药； 用药过程中， 一
旦出现非特异性症状 ， 如乏力 、
纳差、 黄疸等， 需及时与医生沟
通。 另外， 儿童、 老年人、 糖尿
病患者、 肥胖、 过敏体质者、 酗
酒、 肾功能不全者较正常人更容
易发生药物性肝损伤， 这类人群
在接受药物治疗时需要格外注意。

许建

������胡椒有黑、 白两种。 黑胡椒是未
成熟， 没有经过加工去皮的果实， 外
皮皱缩， 呈黑色； 白胡椒是成熟后经
加工去皮的果实， 为白色。 胡椒不但
是一种很好的调味香料， 且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 一年四季均可食用， 夏天
可祛暑， 冬天可祛寒。

白胡椒药用价值更高， 其味更为
辛辣， 散寒、 健胃功能也更强。 肺寒
痰多者可将白胡椒加入羊肉汤内， 有
温肺化痰作用； 肠胃虚寒常有腹痛
者， 在炖肉时加入人参、 白术， 用白
胡椒调味， 有很好的散寒、 温补脾胃
的作用； 平时吃凉拌菜时， 加点白胡
椒面可去凉防寒， 保护脾胃。

黑胡椒气味较白胡椒稍淡些， 有
温补脾肾的作用， 可用来治疗由脾肾
虚寒所致的 “鸡鸣泻” （早晨腹泻），
如喝些用黑胡椒调味的肉汤， 有很好
的辅助治疗作用。

但由于胡椒热性较大， 容易使人
体内阳气生发， 所以每次不能多用，
以 0.3-1 克左右为宜。 现代医学也认
为， 胡椒含有胡椒碱、 胡椒脂碱、 胡
椒新碱等， 有健胃、 利尿等作用， 少
量服用能增进食欲， 过食则会刺激胃
黏膜， 反不利健康。

上海长海医院外宾诊疗部 沈权民

������硼砂 20 克， 青黛 10 克， 人
工牛黄 4 克。 将硼砂、 青黛共研
成细末， 再与人工牛黄混匀， 分
成 20 等份。 每次使用时取药末
1 份， 用消毒棉签蘸取药末涂患
处， 每日 1 次， 连用 2-6 次即可
见效。

������砂仁 9 克， 粳米 50 克， 鲜
生姜适量。 将砂仁打碎； 鲜姜榨
取汁液备用 ； 粳米放入锅内熬
粥， 待快熟时加入砂仁再煮 5-10
分钟， 加入姜汁搅匀即可， 每日
1 剂， 连服 3-5 日， 对受凉所致
的呕吐、 呃逆、 腹胀、 腹痛、 食
少等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枸杞子 10 克， 龙眼肉、 黄
精各 10 克， 鸽蛋 5 个， 冰糖适
量。 将三味中药洗净切碎， 放入
锅中 ， 加清水 750 毫升 ， 煮沸
15 分钟后将鸽蛋打碎下锅， 入
冰糖稍煮即成。 每日服食 1 次，
连服 7 日。 可补肝益气， 对肺燥
干咳有较好疗效。

胡佑志 献方

白胡椒温胃
黑胡椒补肾

“马兜铃酸致肝癌”引争议
������10 月 18 日， 科学杂志旗下的子刊 《科学
转化医学》 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研究者对
1400 个肝癌患者肿瘤样本进行回顾性研究，
利用外显子组测序手段， 发现亚洲样本的马
兜铃酸暴露突变印记明显高于欧美的样本，
从而得出“肝癌的发生与马兜铃酸存在相关
性” 的结论。 也就是说， 一些含有马兜铃酸
的中草药及中成药均有引起肝癌的风险。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 不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还反映了古代民间到了重阳节这天“遍插吴茱萸” 的习俗。

九九重阳话茱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