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人都将人参视为大补
之品， 认为吃多了也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 误用人参也会引起很
多不良反应， 甚至中毒事件的发
生。 如果误用人参产生了毒副作
用该如何救治呢？ 以下是两个典
型病例， 供参考。

病例一 张大爷素有慢性支
气管炎、 肺气肿病史， 他听人说
这种病属气虚之症， 而人参是补
气之品， 对治疗有效， 于是自行
购买了人参 100 克， 浸米酒 1000
毫升中， 5~6 天就喝完了， 结果
出现口干舌燥， 咳喘不已， 彻夜
不眠， 且痰黄稠难咯。

【救治方法】 张大爷实为痰
实阻肺， 并非虚证， 误服人参，
结果导致化热化燥， 灼伤肺阴，
治疗宜清热化痰、 止咳平喘、 泄
热通便， 佐以养阴解毒。 可以先
取鲜萝卜汁 300 毫升， 分两次服
完， 早晚各一次， 以解人参之毒。
续以中药调理： 麻黄 10 克， 生石
膏、 莱菔子、 黄芩、 桑白皮、 瓜
蒌仁、 苇茎、 冬瓜仁、 薏苡仁各
30 克， 浙贝 20 克， 大黄 (后下)、

北杏各 15 克， 天竺黄 12 克， 甘
草 5 克， 每日 1 剂， 水煎服。

病例二 潘老太 86 岁， 因感
受风寒出现头晕头痛、 咳嗽， 服
用感冒药未愈， 女儿认为其体
虚， 为其购得人参炖服 2 次， 但
潘老太服后仍觉头晕， 随后又到
诊所静滴人参注射液 3 天， 结果
症状加剧， 头晕不能坐起， 咳嗽
气紧， 恶心呕吐， 不能进食， 食
入即吐。

【救治方法】 潘老太病症为
风寒实邪未去， 误服人参， 致风
寒化热入里， 痰热互结， 郁于胸
中， 壅塞肺气， 蒙闭心窍所致。
治疗宜清热化痰、 豁痰开窍、 辟
浊和中、 透阴解毒。 可先取鲜萝
卜汁 250 毫升， 分两次口服， 每
次相隔 2 小时； 续以中药调理：
半夏 、 竹茹 、 郁金 、 贝母各 12
克， 青蒿、 石菖蒲各 10 克， 地
骨皮、 薏仁、 瓜蒌仁、 苇茎、 冬
瓜仁、 槐米各 30 克， 生姜 3 片，
每日 1 剂， 水煎服。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常怡勇

������低血压属中医 “眩晕 ”、 “虚
损 ” 等病症范畴 ， 多因气血不足 、
脑失所养而致， 治宜益气养阴， 养
血升压 。 笔者多年临床经验发现 ，
党参黄芪汤治疗低血压疗效不错 ，
患者不妨一试。

具体方法： 取党参、 枸杞各 10
克 ， 黄芪 30 克 ， 陈皮 、 阿胶各 15
克， 生地 20 克， 升麻 3 克， 防风 6
克， 炙甘草 6 克， 五味子 12 克。 水
煎服， 每日 1 剂， 分早晚两次服用。
7 天为 1 疗程， 一般服药 1~2 个疗程
可改善。

方中党参、 黄芪皆为补气要药，
可补中益气、 强心升压； 枸杞子补
肾益精， 养肝明目； 陈皮健脾祛湿，
且能行气； 阿胶补血滋阴； 生地养
阴生津； 升麻升举阳气， 提升气血，
使清阳气升达脑窍； 五味子、 防风
益气养阴， 宁心安神； 炙甘草能协
调诸药， 本身又具有升压作用。 诸
药合用， 有益气养血、 和营通脉之
效， 气血得充， 心血得养， 脉运畅
达， 则诸症改善， 最宜气阴两虚型
低血压。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２０18年4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ｃｏｍ �版式：洪学智10 中医中药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千家药方������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 30 岁的
王先生这几天特别开心， 因为他摔
断的手臂在常宁市中医院花了不到
半个小时就接好了。

4 月初， 王先生骑摩托车时不
慎摔倒， 造成右手尺、 桡骨中断粉
碎性骨折， 被家人送到当地一家三
级医院。 医生说要开刀手术， 内植
钢板固定接骨， 一年后再取出钢
板， 但这样不仅创伤大、 费用高，
治疗周期还长。 后来听说常宁市中
医院骨伤科对这类骨伤疾病不需要
开刀就能治好， 于是来到该院， 找
到了南詹正骨疗法第四代传承人、
骨伤科主任医师尹新生。

据尹新生介绍， 王先生来时右
手前臂局部肿胀、 疼痛， 肢体畸
形， 前臂旋转功能障碍， 可扪及摩
擦音及骨擦音； X 线检查诊断为
“尺、 桡骨双骨中断粉碎性骨折”。
尹新生运用南詹正骨理经刀把尺、
桡骨点拔开， 然后用南詹正骨鹤嘴
式整骨钳， 配合南詹正骨整复手法
把王先生的尺、 桡骨接上； 再根据
王先生的手臂形状， 用杉木制作小
夹板外固定， 在助手帮助下， 整个
治疗过程只用了半小时左右。

尺桡骨骨折的常见原因
尺桡骨双骨折是指尺骨干和桡

骨干同时发生的骨折， 一般多见于
青少年， 直接、 间接 （传导或扭转）

暴力均可造成尺桡骨干双
骨折。

直接暴力 多见打击或
机器伤害， 骨折多为横型
或粉碎型， 骨折线在同一
平面。 王先生就是因为骑
摩托车摔倒巨大的冲击手
造成尺桡骨双骨折。

间接暴力 跌倒时 ，
手掌触地暴力向上传达桡
骨中或上 1/3 骨折 ， 残余
暴力通过骨间膜转移到尺
骨造成尺骨骨折， 所以骨
折线位置低于桡骨， 为横型或锯
齿状， 尺骨为短斜型骨折移位。

扭转暴力 受外力同时， 前臂又
受扭转外力造成骨折。 跌倒时身体同
一侧倾斜， 前臂过度旋前或旋后发生
双骨螺旋性骨折， 多数由尺骨内上斜
向桡骨外下， 骨折线方向一致， 尺骨
骨折线在上， 桡骨骨折线在下。

传统的手法接骨治疗效果好
尺桡骨骨折只要不是开放性的

骨折， 传统接骨手法治疗比开刀做
手术治疗效果要好， 不仅病人痛苦
少， 治疗过程风险低， 而且医疗费
用也更便宜。

尺桡骨骨折开刀做手术， 病人
除了要面对手术意外 、 麻醉风险
外， 医疗费用一般在 2 万元左右，
第二年还得再次住进医院， 再次手

术取出钢板， 给患者带来的创伤较
大。 而用传统手法接骨， 接骨过程
就是半小时左右， 病人痛苦少， 几
乎没什么治疗风险， 费用一般只有
3000~5000 元。 尹新生还特别指出，
由于局部特殊的解剖结构， 尺桡骨
骨折后易出现骨折错位， 且维持固
定较为困难， 而南詹正骨疗法有一
套成熟的临床路径， 运用南詹正骨
疗法专长绝技 ， 治疗起来驾轻就
熟 ， 根据不同部位的骨折 ， 按照
“稳 、 准 、 轻 、 快 ” 的治疗原则 ，
让骨伤患者在无痛或痛苦较轻的状
态下手法复位， 做到了 “法使骤然
人未觉， 伤者知痛骨已合。

常宁市中医院 吴超辉
������紫硇砂又名北庭砂、 戎硇、
赤砂， 为卤化物类矿物硇砂的晶
体， 是在火山喷气附近及燃烧的
煤层中所产生的升华物。 《本草
纲目》 记载： “硇砂亦消石之
类， 乃卤液所结， 出于青海， 附
盐而成质， 人采取淋炼而成， 状
如盐块， 以白净者为良。”

中医认为， 紫硇砂性温， 味
咸、 苦辛， 有毒， 主要成分为氯
化铵， 尚含铁、 钙、 镁等微量元
素， 入肝、 脾、 胃、 肺经， 具有
消积软坚、 破瘀散结 、 化腐生
肌、 祛痰、 利尿的功效， 可用于
癥瘕、 噎膈 、 痰饮 、 经闭 、 目
翳、 瘰疬、 痈肿、 恶疮等症， 常
用量为 0.3~0.9 克。

临床上治疗食管癌， 可将紫
硇砂放入瓷器内研成细末 (避金
属)， 加水煮沸， 过滤取汁， 按
1 ∶ 1 加醋再煎 ， 先大火 ， 后小
火， 直至煎干， 得灰黄色结晶粉
末。 每次取 0.6~1.5 克， 温水送
服， 最大剂量不可超过 2.4 克。
治疗鸡眼： 用紫硇砂 2 克溶于
2%普鲁卡因 2 毫升， 先将患处
用 75%酒精消毒， 再以三棱针蘸
药液 2 滴滴于鸡眼中心， 即将三
棱针向中心点直刺， 达基底部见
血为止 (速度要快)， 最后用绊创
膏敷盖， 3~4 天后除去。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尺桡骨骨折

石头亦良药（22）

������食盐 500克， 加艾叶 50
克， 炒热布包， 趁热敷患处
至盐凉 ， 每日 1 次 ， 连用
5~10 天。

������胡椒 、 花椒各 30 克 ，
研粉， 加冰片 6 克， 加 75%
酒精调匀， 每日取适量敷两
腋下， 连用 15 天可根除。

������绿豆 150 克 ， 炒焦研
粉， 加醋调敷患处， 每日 2
次， 连涂 1 周。 服药期间忌
食花椒、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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