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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核桃仁 、 蜂蜜 、 黑木耳各
120 克， 将黑木耳泡发开， 洗净，
与核桃仁一同捣成泥， 放入碗内，
加入蜂蜜拌匀， 上锅蒸熟即可， 分
4 次吃完。

������取黄精、 党参各 30 克， 炙甘
草 20 克， 共放入锅内， 加清水适
量， 每日 1 剂， 水煎分早晚两次服
用。 一般服药 4~5 剂即可治愈。

������取金银花、 金钱草、 菟丝子各
15 克 ， 鸡内金 12 克 ， 车前子 10
克， 共放锅内， 加适量水， 每日 1
剂， 水煎分早晚两次服， 连服数
剂可见效。

方文杰 献方

刺络放血
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刺络放血疗法不会影响身体
健康， 因为它放出的是淤积在经
络中的瘀血， 瘀血泻出后， 经络
之气血通畅 ， 疾病也就自然痊
愈， 它和我们血管内流动的鲜血
是不同的。 正如 《灵枢·九针十
二原 》 所记载 “宛陈则除之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中记载
“血实宜决之”。

鲜血和瘀血如何区别呢?鲜
血排出后要一段时间才会凝固，
但瘀血一般在排出来的时候就是
粘稠的， 呈胶冻状， 排出的瞬间
即凝固。

针刺放血的出血量多少为宜
呢?古书记载有 “出血如大豆 ”
“微出血 ” ， 意思是出血量少 ；
“ 出 血 盈 斗 ” 意 为 出 血 量 多
（“斗” 乃古代酒器）。 现代刺络
放血治病的出血量应根据病情而
定， 一般为 30~100 毫升 ， 体质
虚弱者宜少一些， 数毫升即可。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以 60
千克为例）， 血液总量约为 4800
毫升， 一次失血量在 300~400 毫
升以内， 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而刺络放血治疗时 ， 出血量仅
30~100 毫升， 对健康更不会有影

响， 在 1~2 个小时内即可由组织
液的渗入而完全得到补充。 相反
地， 由于刺络放血治疗时少量出
血， 刺激了骨髓造血机能， 使循
环中的幼龄红细胞增多， 而年轻
红细胞的代谢活性较旺盛， 故能
增进身体健康。

刺络放血治疗后有何反应
刺络放血治疗后一般有两种

反应： 一种是患者治疗后立即感
到轻松， 痛苦若失， 比如头晕、
头痛感即刻消失， 腰腿痛者立能
自然行走， 眼睛酸胀或畏光流泪
可立即减轻或消失。 另一种反应
是刺血后症状反而暂时加重， 一
般在三、 四天后逐暂缓解消失。
还有一些患者刺血治疗后全身倦
怠无力、 头昏、 头晕、 口渴、 嗜
睡等， 有此现象者， 可给病人多
喝米汤、 菜汤、 肉汤或西洋参汤
(5~10 克的西洋参泡服)， 多食高
营养食品 ， 如鱼 、 肉 、 鸡 、 蛋
等， 并任其休息睡足， 三、 四天
后即可恢复正常。

刺络放血治疗时间如何安排?
������刺络放血治疗时间应根据患
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强弱决定。
患慢性疾病如风湿性关节炎、 慢
性腰腿痛、 癫痫、 脑血管意外后

遗症等， 可间隔 1~2 周刺血治疗
一次， 如疗效不明显， 病人体质
较强的， 可以适当增加针刺放血
次数一、 二次。 患急性病如神志
昏迷、 狂躁不宁者， 可连续刺血
1~2 次， 待病情好转后， 适当延
长治疗间隔时间。

多数患者经针刺放血治疗 1~
3 次后， 均有明显效果， 也有的
需刺血治疗 6~8 次始见效果。 治
疗次数多少、 疗程多长、 每次刺
血治疗间隔时间多长等， 应听从
医生的安排， 不要因为治疗一、
二次， 效果不明显， 就轻易中断
治疗。

体表之络病， 刺络放血可直
达病所， 直捣其邪， 直通其络，
其疗效远胜于药物治疗； 而体内
深处的络病 ， 药物治疗胜过针
灸。 但是， 由于经络是相通的，
体表与内脏也是相关的， 因此，
通过体表的刺络放血， 对治疗内
在的络病也有一定的帮助 。 另
外， 由于一些通络药辛香燥烈，
用之不当， 可耗气伤阴动血， 若
辅之以针灸通络， 可减量用药，
达到减少药物毒副作用的目的，
而对胃病胃弱不耐药力者， 针灸
通络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湘西民族中医院针灸科
副主任医师 陈凌凡

������矾石共有五种， 即白矾、 青矾、 黄
矾、 黑矾、 绛矾， 其中， 白矾多入药用。
中医认为， 白矾性温， 味酸涩， 无毒，
主要成分为水合硫酸铝钾， 具有祛痰燥
湿、 解毒杀虫、 止泻止血等功效， 可用
于治疗中风、 癫痫、 喉痹、 崩漏、 衄血、
久泻久痢、 疥癣湿疮、 痈疽肿毒、 水火
烫伤、 损伤出血、 子宫下垂等症。

白矾可生用， 亦可煅制 ， 称为枯
矾， 内服主要入丸、 散剂， 常用量为
0.6~3 克； 外用多研末撒或调敷。 临床
治疗中风： 可用白矾 30 克， 牙皂角 15
克， 共研为细末， 每服 3 克， 温开水送
下。 治胸胃积痰， 不思饮食： 可用白矾
30 克， 加水 1000 毫升， 煮成 500 毫升，
加蜜 30 克调匀 ， 频频取饮。 治遗尿：
用枯矾、 牡蛎粉各等分， 研为细末， 每
服一小匙， 温酒送下， 每日 3 次。 治上
吐下泻： 用枯矾末 3 克， 白开水调下。

外用： 治扁平疣， 可取白矾、 地肤
子各等分， 煎水经常洗擦。 治鸡眼， 用
枯矾、 铅丹、 朴硝各等分为末， 搽患处。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白矾对多种致
病菌有抗菌作用； 能增加胆汁流量， 有
利胆作用； 低浓度白矾水有收敛、 消炎、
防腐作用， 但高浓度可引起组织溃烂，
故内服不宜久服和多服， 多供外用。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祛痰燥湿话白矾

“放”走多种疾病

������张大爷患高血压 20 多年了，
尽管平时生活、 饮食都非常注
意， 且一直规律服用降压药， 可
他的血压总是忽高忽低， 两个月
前还因此引发了脑中风， 幸亏及
时送到医院保住了性命， 但还是
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 老伴非常
不理解， 为何各方面都十分注意
的张大爷， 血压总是控制不佳，
最终还引发了中风呢？

火箭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
师郭志红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发
现， 从扶阳学派的角度来看， 治
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不
是在 “清”， 反而要 “补”， 重点

在补充阳气， 多用辛热之品， 具
体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

四逆汤 四逆汤由附子、 生
姜、 甘草组成， 有温中散寒、 回
阳救逆 、 通络散瘀的功效 。 其
中， 附子通一身阳气， 通行十二
经； 生姜通神明， 去秽浊； 甘草
能降虚火， 压浮火。

桂枝汤加减 由桂枝汤 （桂
枝 、 白 芍 、 生 姜 、 甘 草 、 大
枣 ） 加天麻 、 五加皮组成 ， 有
解肌发表 、 调和营卫 、 温通经
脉 的 功 效 。 方 中 桂 枝 是 “ 将
军 ” ， 药效比较猛 ， 而白芍正
好可起到一个收敛作用 ， 使桂

枝更好地 “工作 ” 。 李时珍称
天麻为定风草 ， 专治头风和肝
风内动 ， 疏通脑血管 ； 而五加
皮有除水肿 、 利血脉 、 通经络
的作用。

醋泡姜片 用白醋和蜂蜜泡
生姜片， 白醋和蜂蜜的比例为 1:
1， 也可根据个人口感来调配 。
该方也有禁忌， 爱出汗的人不要
多吃， 因为出汗多了， 元气就散
掉了； 而怕冷、 畏寒的人， 每天
吃一点， 马上就会变得暖和舒服
了， 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也慢
慢得到改善。

莫鹏

三方补阳气 远离脑中风

刺络放血

������刺络放血疗法， 古代称为“启脉”、 “刺络”、 “泻血” 等，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 《黄帝内经》 中就有记载。 这是祖国医学中的
一种独特针刺治疗方法， 在特定的经络循行部位， 运用针刺手法，
或加以拔罐， 把淤积在人体经络中的瘀血清除出体外， 以起到活
血通络、 化瘀消癥、 泻热解毒、 急救醒神、 消肿止痛、 镇静开窍
等作用。 该法操作简便、 疗效迅速， 对多种眼睛疾病(如内分泌疾
病引起的眼病、 眼睑痉挛、 急慢性结膜炎、 麦粒肿等)、 颈椎病、
腰椎病、 各种肢体关节疼痛、 偏头痛、 面瘫、 三叉神经痛、 脑血
管意外后遗症、 皮肤病(如湿疹、 银屑病、 神经性皮炎、 慢性荨麻
疹、 痤疮、 雀斑、 黄褐斑等)等多种疾病有显著疗效。 对刺络放血
治病， 患者也有不少疑问，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