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楂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物， 平时
拿点泡水喝， 有促进消化、 健脾开胃、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等诸多功效， 但山楂
并非人人适合， 以下这些人群食用山楂
就要多留点心。

1、 孕妇 山楂有破气作用， 吃多
了耗气， 影响孕妇的健康和胎儿的发
育； 同时山楂还能增强子宫的收缩， 可
引起早产或流产， 故孕妇不宜。

2、 老人、 儿童 山楂含有多量果
酸， 有收敛和刺激胃粘膜的作用， 老人
脾胃功能弱， 儿童脾胃功能发育尚未完
善， 山楂吃多了会耗伤胃气， 降低消化
能力， 引起消化不良等。

3、 胃酸多的人 山楂能刺激胃酸分
泌， 使胃酸浓度增高， 容易引起反胃吐酸
等不适， 严重者可引起消化性溃疡的发
生， 对于胃酸分泌本就过多的人应少吃。

4、 病后体虚之人 病后体虚需要
增加营养， 以利恢复元气， 但山楂不仅
能耗气， 还能使消化排泄加快， 而影响
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

5、 患牙病的人 山楂除含果酸外，
还含有发酸糖类， 它们都是强腐蚀剂，
能腐蚀牙齿的珐琅质， 引起龋齿， 加重
牙病。

6、 血脂偏低的人 山楂具有降血脂
的作用， 对于血脂偏高的人来说是个不
错的选择， 但血脂过低的人则应少吃。

黄伟杰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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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异
常复杂， 随着新文化运动及政治
社会改革活动的兴起， 文人学者
均高喊 “民主与科学”， 不幸地，
中医学被视为 “不科学思想 ”，
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障碍， 应予
抵制取缔。 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抵制中医的措施， 如严格限制
中医执业、 禁止所有医药广告刊
登 、 不准兴办中医学校及医院
等， 国民政府卫生官员汪大及余
岩等人更提出议案要取缔中医
学， 批评中医理论为贷空结论，
中医治疗方法 （如针灸 ） 是迷
信活动等 ， 同时进一步建议实
行新的医疗制度。 提案通过后，
立刻引起全国中医界人士的极
大愤怒和强烈反对， 132 位中医
团体代表集结在上海 ， 组成全
国医药团体联合会 ， 向政府请
愿要求取消决议。 最后种种抵制
措施虽未达目的， 中医药仍然得
到普遍支持， 但中医事业已受到

严重的摧残。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给中医带来了巨大冲击， 幸运的
是， 很多中医师并没有放弃自己
的传统文化。 他们建议摒除中医
的缺点 ， 同时吸收西医学的优
点， 提出汇通中西医的见解， 初
期的代表人物有张锡纯、 恽铁樵
及杨则民。 在消灭中医措施的压
力下， 仍有一批热爱中医事业的
有识之士， 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
医药学， 大力创办中医院校、 出
版中医药杂志及组织中医学会，
如丁甘仁及谢利恒等创办的上海
中医专门学校， 包识生等创办的
神洲医药专门学校等， 他们一边
忙于诊病及教学， 一边专注于编

写教材， 成功培养了一批中医药
人才， 成为后期继承及发扬中医
学的骨干力量。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政府指导医疗人员学习及
汇通中医， 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兴
建学校、 医院及研究中心， 将中
医药的执业转化为现代模式。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政府开始有
计划、 有组织地加强中药的生产
与供应 ， 成立国家中药材总公
司。 鼓励各地查清本地中草药资
源， 有计划种植及采集中草药，
对很多名贵中药进行人工试种试
养。 1982 年， 国家将 “发展现代
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写入 《宪
法》， 2006 年颁布的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 传统医
药作为第九大类， 共 9 个项目列
入名录。 (完)

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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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断 30 克， 女贞子、 生地、
仙鹤草 、 熟地各 20 克 ， 旱莲草
24 克， 益母草、 五味子、 麦冬、
地骨皮、 白芍、 太子参各 15 克，
茜草、 甘草、 补骨脂、 三七各 10
克， 水煎分早晚 2 次服 ， 每日 1
剂， 连用 6 剂。

������巴戟天 10 克 ， 猪大肠 150
克， 食盐适量。 将大肠洗净； 巴
戟天装入猪肠中 ， 放入大碗内 ，
隔水炖至烂熟， 去巴戟天， 加食
盐调味即可， 喝汤吃猪肠， 每日
1 剂， 连用 3～5 剂。 对阳气不足、
气虚下陷所致的脱肛有效。

������黄柏 50 克， 用食用醋 200 毫
升浸泡 6～7 天， 用纱布过滤， 备
用， 每次使用时将患处用温水洗
净后 ， 用棉签蘸取药液擦患处 ，
每日 2 次， 7 天为 1 个疗程。

胡佑志 献方

������受寒、 疲劳、 情绪波动及精神紧
张后突然双手指苍白 、 发凉 、 疼痛 ，
接着变为青紫或紫红色， 麻木、 发胀，
将手放入温水中或者加热后， 症状逐
渐缓解， 此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 “雷
诺氏病 ”， 又叫 “肢端动脉痉挛症 ”，
青年女性易发， 冬季发作较频， 笔者
自拟 “温经通络汤” 治疗该病， 屡用
屡验， 患者可以一试。

药物组成及与用法 ： 炙黄芪 60
克， 当归、 炒白芍各 20 克， 桂枝、 制
乳香、 制没药、 炙甘草各 10 克， 细辛
3 克， 川芎、 玄胡、 炒地龙各 15 克 ，
熟附子 6 克， 水煎两次， 分早晚两次
温服， 每日 1 剂。 一般服药 10~15 剂，
指端苍白、 紫暗、 冷痛麻木等症症状
可消失。

该病属中医 “厥证”、 “脉痹” 范
畴， 多因气血不足， 复感寒邪， 气血
凝滞， 瘀血阻滞脉络， 肢端供血不足
所致。 方中黄芪、 当归补气养血； 白
芍益阴和营， 缓急止痛； 桂枝、 细辛
温经通阳祛寒， 增加肢体末梢血流量；
川芎 、 玄胡 、 乳香 、 没药活血化瘀 ，
加速血液循环； 附子为纯阳之品， 可
破阴寒而振奋阳气 ； 地龙通络达络 ；
炙甘草缓急止痛， 调和药性。 诸药相
伍， 益气养血， 温经散寒， 活血化瘀，
使邪出阳复 ， 寒凝得散 ， 脉道畅达 ，
诸症消失。

梁兆松

������空腹服 指饭前服， 空
腹服药可以使药力得到最大
发挥， 著名医药学家葛洪曾
说： “未食内虚， 令毒势易
行”。 空腹服用的药物多用
于实证疾病， 特别是积滞、
瘀血、 水湿等病证。

饭后服 适用于人体上
部的疾病， 正如 《神农本草
经》 中所记载： “病在胸膈
以上者宜先食后服药”。 另
外， 偏于滋补一类的药物，
也宜饭后服 ， 葛洪也曾指
出： “服治病之药以食前服
之 ， 服养身之药以食后服
之。”

顿服 病情较急者 ， 药
煎 好 后 立 即 服 下 ， 称 为
“顿服”， 取急病急治之意。
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 》 中
记载的泻心汤 、 大黄牡丹

皮汤等属于此类 。 现代医
学的高热性疾病 、 传染性
疾病 、 小儿急症等亦采用
顿服法。

临睡服 这是安神药和
治遗尿症药物常采用的服
法， 临睡前服药能使药效及
时发挥作用。

昼夜服 即一些急 、 慢
性病 ， 亦可昼夜定时 （或
不定时 ） 服药 ， 使药物持
续发挥治疗作用 。 温病学
家吴鞠通常用银翘散治风
热病证， 他在 《温病条辨·
上焦篇 》 中规定 ： “病重
者约二时服 ， 日三服 ， 夜
一服 。 轻者三时服 ， 日二
服 ， 夜一服 。 病不解者 。
再作服”。

常宁市中医院
副主任药师 吴仕辉

手指发凉疼痛
试试“温经通络汤”山楂泡水

不是人人适宜
服中药

并非“每日两次”这么简单
������大部分人煎服中药
都是“早晚各一次”，
但实践证明， 想要发挥
中药的最佳疗效， 除了
掌握正确的煎煮方法
外， 服药时间也很关
键， 而并非是“每日两
次” 这么简单。

中医衰而复兴 中西医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