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经是妇科常见病， 但
也是中医优势病种之一。 痛
经不可单纯见痛止痛， 必须
分清虚实， 辨证论治， 临床
常见的类型有寒凝、 肝郁和
血亏三大类。

寒凝胞宫 苔薄白， 脉弦
迟， 经前形寒肢冷， 经期下
腹冷痛， 得暖稍舒， 经行不
畅 ， 四肢不温 ， 纳谷不香 。
以温经散寒为治则， 方用温
经汤加减： 桂枝、 白芍、 炮
姜、 乌药、 木香、 砂仁、 香
附、 川断、 高良姜、 蛇床子
各 10 克， 鹿角霜 15 克 ， 焦
三仙 30 克， 艾叶 5 克， 每日
1 剂， 水煎服。

肝郁血滞 苔薄白， 舌质
紫， 脉弦涩， 经前胁乳胀痛，
心烦易怒 ， 经期腹部剧痛 ，
经行暗块， 块下痛缓， 经后
口苦纳呆。 以疏肝活血为治

则， 方用四逆散加减： 柴胡、
枳壳 、 青皮 、 赤芍 、 地龙 、
延胡索 、 川楝子 、 生栀子 、
莱菔子、 徐长卿、 蒲黄 （包）
各 10 克， 丹参 30 克， 生山
楂、 炒橘核、 蚕砂 （包） 各
15 克， 每日 1 剂， 水煎服。

营血亏损 苔薄白 ， 舌
质淡， 脉沉细， 经前神疲气
短 ， 精神不振 ， 少言懒动 ，
经期下腹隐痛 ， 延绵不止 ，
经行色淡量少 ， 纳差便溏 ，
心悸失眠。 以健脾养血为治
则， 方用归脾汤加减： 生黄
芪、 当归、 白芍、 生地、 黄
精、 香附、 木香、 葛根、 炒
白术、 生杜仲、 鸡血藤、 菟
丝子、 白扁豆各 10 克， 三七
粉 （冲） 3 克， 每日 1 剂， 水
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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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患者在冬天最难受， 鼻子
不通气， 晚上睡不好， 白天头昏
沉。 鼻炎除了系统治疗外， 有些中
草药小偏方对缓解鼻塞症状也有帮
助。

1.��苍耳子油滴鼻 取苍耳子
40 个放在炒锅中炒干碾碎， 再取
约 50 克的香油倒入炒锅中， 用小
火加热 (一定要用小火)， 感觉苍耳
子炸枯了， 关火， 将香油装到容器
中保存备用。 苍耳子有宣通鼻窍的
作用， 每晚睡觉前滴一两滴到鼻腔
中， 能有效缓解鼻塞。

2.��鹅不食草塞鼻孔 中药鹅不
食草也有通鼻气、 利九窍的作用，
将鹅不食草 （干品） 研成粉， 然后
用细纱布包成花生米大小的颗粒，
塞入鼻孔中即可。 但是一定要记住
在小纱布包后面带根线 ， 方便拽
出， 不要塞到鼻腔里拿不出来， 造
成不必要的伤害。

3.��辛荑塞鼻孔： 辛荑有散风
寒、 通鼻窍的作用， 也是一味治疗
鼻炎的良药。 把辛荑炒后研成粉，
用纱布包好塞鼻孔 ， 对急慢性鼻
炎、 过敏性鼻炎、 肥厚性鼻炎、 鼻
窦炎、 副鼻窦炎均有不错的效果。

4.��揉足三里： 足三里是常用
的保健大穴， 有强壮体魄、 延年益
寿的功效。 中医认为鼻炎的主要病
机为肺脾气虚， 而足三里是调理脾
胃、 提高免疫力的重要穴位， 所以
治疗鼻炎， 可以常按足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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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取芍药、 黄芩、 僵蚕、 牛
蒡子各 12 克， 大青叶、 贯众、
连翘、 夏枯草各 15 克， 紫草
10， 蒲公英 20 克， 板蓝根 30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3~5
剂即可显效。

������取苦参 20 克 (研末)， 冰
片 0.5 克 (研末)， 用红霉素软
膏适量调成糊状， 外涂患处。
每日 1 次， 一般用 2 次见效。
治疗期间 ， 禁食油炸 、 煎炒
及鱼腥等发物。

������取香白芷30 克， 研成细
粉， 用蜂蜜 50 克调匀后用瓶
封存 。 每天晚上睡前温水洗
脸后 ， 将该药搽涂于雀斑皮
肤 ， 次日早晨温水洗除 ， 连
续用 1~3 个月可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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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掐少商 5 次

位置 位于大拇指桡侧指甲角
旁开 0.1 寸 （如图）。

功效及主治 清热利咽、 解表
清热、 通利咽喉， 主治感冒 、 咳
嗽、 发热、 扁桃体炎、 咽喉肿痛等
症。

手法 用一手拇指指甲掐另一
拇指少商穴 5 次， 可以减轻咽喉肿
痛症状， 经常用拇指尖轻轻掐揉少
商穴， 还可以预防感冒。 注意掐按
时力度不宜过大， 以免掐破皮肤受
伤； 急性咽炎、 扁桃体炎时， 还可
在少商、 商阳 （食指桡侧指甲角旁
开 0.1 寸） 等穴位放几滴血， 效果
更好。

2.�揉合谷 3 分钟
位置 合谷穴位于手背第 1、 2

掌骨间， 第 2 掌骨桡侧的中点处。

还可以用简便取穴法： 以一手的拇
指指骨关节横纹， 放在另一手拇、
食指之间的指蹼缘上， 拇指尖下便
是此穴， 即 “虎口” 位置。

功效及主治 清热利咽， 主治
咽喉肿痛。

手法 以一侧拇指指腹按住合
谷穴， 轻轻揉动 ， 以感到酸胀为
宜， 每侧按揉 1 分钟， 共 2 分钟。
合谷穴是全身四大保健穴之一， 也
是清热止痛的良穴， 可以有效缓解
因便秘造成的饮食不振、 情绪烦躁
等症。

3.�揉天突 3 分钟
位置 位于胸骨切迹上缘， 凹

陷正中。 取穴时， 可采用仰靠坐位
的姿势， 天突穴位于人体的颈部，
当前正中线上， 两锁骨中间， 胸骨
上窝中央。

功效及主治 清热利咽、 理气
化痰、 止咳平喘， 主治咽喉肿痛、
咳喘胸闷、 痰壅气急等症。

4.�捏脊 6 次
手法 两手拇指和食、 中指相

对沿脊柱两旁， 由龟尾部向大椎方
向 （由下而上） 捏起皮肤， 双手交
替捻动向前推进， 双手搓热温热肺
俞数次为止。

温馨提醒 儿童是扁桃体炎的
高发人群， 为避免扁桃体炎反复发
作， 平时要加强锻炼， 特别是季节
更替之时， 使身体对寒冷的适应能
力增强； 多喝温开水， 保持口腔清
洁， 吃东西后要漱口， 如遇急性扁
桃体炎高热建议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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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硝， 学名硫酸钠， 又名皮硝， 是
硫酸盐类矿物芒硝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
晶体。 性寒， 味苦， 无毒， 具有泻热通
便、 润燥软坚、 清火消肿的功效， 可用
于治疗实热便秘、 大便燥结、 积滞腹痛、
肠痈肿痛等症， 外用还可治疗乳痈、 痔
疮肿痛等症。 常用于治疗咽喉肿痛、 口
舌生疮的西瓜霜， 就是将芒硝填入西瓜
内， 刮取析出的白霜而成。

内服方 治疗实热积滞， 肠胃、 腑气不
通： 大黄、 枳实各 12 克 （后下）， 芒硝 9
克 （冲服）， 厚朴 24 克， 水煎服。 治骨蒸
潮热： 取芒硝粉一茶匙， 白开水送服， 每
日两次。 治小便不通： 取芒硝 9 克， 用茴
香酒送下。 注意： 脾胃虚寒及孕妇禁用。

外用方 治腹中痞块： 用芒硝 30克， 独
头蒜 1个、 大黄末 2.4 克， 共捣成饼， 贴患
处， 以痞块消除为度。 治眼睑红烂： 取适量
芒硝用水蒸后， 放置一夜， 过滤， 以清液
洗眼。 治牙痛： 把皂荚煎成浓汁， 加入朴硝
煎化， 倒在洁净的石板上， 待结晶后， 刮
取擦牙。 治口舌生疮： 取适量芒硝含于口
中。 治风疹： 取适量芒硝煎水涂拭于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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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坚泻下用芒硝

扁桃体发炎？
推拿效果好

������在工作中， 经常会有家长问： “医生， 我宝宝经常扁
桃体发炎， 可以推拿治疗吗？” 我通常会回答： “可以，
而且疗效很好。” 扁桃体炎， 中医称为“乳蛾”， 多因外邪
侵袭， 邪毒积聚喉核， 或脏腑亏损， 咽喉失养， 虚火上
炎所致， 经临床多年经验发现， 用推拿的方法治疗该病，
不但疗效可靠， 而且副作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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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滴鼻
治疗鼻炎有奇效

痛经不能一味止痛
分型论治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