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刺络放血疗法通过排出经络
中的瘀血， 可起到活血通络的功
效， 在临床上， 该疗法不仅仅能
祛除体表络脉中的瘀血， 还有许
多其他治疗作用。

1.�退热 中医认为发热主要有
两种情况， 一为阳盛发热， 一为阴
虚发热。 阳盛发热多由外邪引起，
放血疗法对外感风热、 热毒壅盛、
热入营血均有良好的退热作用。 放
血可消减血盛， 以减轻体内的热邪，
因而起到退热作用。 但因阴虚、 气
虚引起的发热则不宜使用该法。

2.�止痛 中医认为 “通则不
痛， 痛则不通”， 意思是说， 凡是
伴有疼痛症状的疾病， 在相关经络
中必有闭塞不通的地方。 刺血可以
直接迫血外出， 疏泄瘀血， 畅通经
络， 故疼痛可立止。 临床很多急性
痛症， 如咽喉痛、 偏头痛等， 用刺
络放血疗法都能收到满意的疗效。

3.�解毒 对于因机体正气不足、
功能障碍时毒邪内窜的病证， 如
“红丝疔”， 以及毒邪浸淫而生的疮
疡等症都有很好的疗效。 因为放血
不仅能使侵入机体的毒邪或内生的
毒邪随血排出，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
理血调气， 使人体机能恢复正常，
抑制毒邪的再生与扩散。

4.�止痒 “痒” 之为症， 古人认
为是有风气存于血脉之中的表现， 因
而有 “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 的
治疗原则。 而刺络放血可以理血调
气， 血脉流通则 “风” 气无所存留，
从而达到祛风止痒的作用。

5.�消肿 “肿” 大多是由于气
滞血涩、 经络瘀积引起的， 而放
血能直接排出局部络脉中 “菀陈”
的气血和病邪， 使经络通畅， 自
然就能达到消肿之目的。

6.�治麻 中医认为， 麻木是由
于气虚不能帅血达于肢端所致 ，
而放血治疗麻木是以 “血行则气
通” 的理论为指导， 以三棱针或
毫针刺入患处腧穴， 放出少量的
血液， 以鼓舞气机使血运达于肢
端， 而麻木自止。

7.�镇吐 恶心、 呕吐多属于胃
热或肝气横逆犯胃或食积停留 ，
刺血疗法能泻热平抑肝逆， 并有
助于疏导胃腑， 帮助消化。

8.�止泻 对于因肠胃积食化热
而成的热泻， 或因时疫流行所致
的清浊不分的泄泻， 刺血疗法可
以通过泻火泄降小肠之热， 而起
到升清降浊的作用， 同时还有解
毒、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9.�醒神救急 《乾坤生间》 曾
记载： “凡初中风跌倒， 暴卒昏
沉， 痰涎壅滞， 不省人事， 牙关
紧闭， 药水不下， 急以三棱针刺
手指十二井穴， 当去恶血。 又治
一切暴死恶候， 不省人事， 及绞
肠痧， 乃起死回生妙诀。” 可见古
人多用刺血疗法进行急救治疗 ，
而现代临床也多应用刺血疗法治
疗昏迷、 惊厥、 狂痫、 中暑等危
重症， 简便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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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苦瓜 1 条 ， 切碎 ， 捣烂如
泥， 放入适量白糖， 拌匀， 腌制 2
小时即可。 1 次服完， 连服 3 次即
可见效。

������取生地 100克， 大米 50克， 白
糖适量。 将生地、 大米放入锅内，
加入适量清水， 煮成粥， 然后加入
白糖即可， 温后服用， 每日 1剂。

取百合 30 克， 枸杞嫩苗叶 90
克， 粳米 50 克， 食盐适量， 共煮
粥食用。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文杰 献方

������方一 黄芪 50 克 ， 白
术、 防风各 15 克， 生姜 3
片， 红枣 6 颗， 加水 900 毫
升， 大火煮沸后， 转小火煮
5 分钟， 去渣取汁代茶饮，
适用于老年人或体质虚寒、
脾气虚弱者 ， 症见容易腹
泻、 腹胀、 食欲不振、 倦怠
乏力等。

方二 金银花 25 克 ，
连翘、 桔梗、 菊花 （后下）
各 15 克， 芦根 40 克， 甘草
10 克， 薄荷 8 克 （后下），
先将除菊花、 薄荷外的其他
药物加水 1000 毫升， 以大
火煮沸， 再转小火煮 10 分
钟， 再放入菊花、 薄荷， 待
凉， 去渣取汁代茶饮， 适用
于体质中等， 不寒不燥者。

方三 板蓝根、 贯众各
25 克， 大青叶、 七叶莲各
15 克 ， 甘草 10 克 ， 加水
900 毫升， 大火煮沸后， 转
小火煮 5 分钟， 去渣取汁代
茶饮。 注意： 此方苦寒， 适
用于体质壮硕、 阳亢火旺之
人， 症见心烦气躁、 口干、
口苦、 白睛充血、 面赤、 舌
红、 小便色黄、 便秘等。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师 王淼

������盐不仅是常用的调味品， 还有一
定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将其列为 “石部”。 把盐炒热， 热敷
于身体穴位 、 经络 、 病患处被称为
“盐灸 ”， 是传统中医自然疗法之一 ，
自古被历代医家所推崇。

盐灸首选大青盐 （可到中药店购
买）， 其次是海盐， 如果没有， 家中用
来腌咸菜的大粒盐也可以。 用铁锅将
盐炒热， 稍放凉后， 装入布袋， 热敷
于体表穴位 、 经络或者不适处即可 ，
注意不要烫伤皮肤。 这种做法没有任
何副作用， 不仅适用于成人， 同样适
用于儿童和 3 岁以下的幼儿， 可以治
疗以下疾病。 （注： 市场上常见的成
品保健盐包也有相同效果。）

1.�感冒、 流鼻涕、 鼻塞、 打喷嚏：
隔衣盐灸大椎穴 5~10 分钟。

2.�发烧： 隔衣盐灸督脉， 即从大
椎穴到龟尾穴 ， 以额头微出汗为宜 ，
灸后注意适当补水。

3.�腹泻： 广泛用于各种腹泻， 盐
灸神阙穴、 龟尾穴各 3~5 分钟。

4.�肠绞痛： 将盐炒热， 加入花椒
3~5 克， 炒约 3 分钟， 有花椒香气即关
火， 包入布袋中， 盐灸中脘穴、 神阙
穴各 3~5 分钟。

5.�小儿疝气： 500 克盐炒热， 加入
橘核 20克， 继续炒约 3 分钟， 最后加入
小茴香 10克， 炒至香气浓烈关火， 放温
后， 隔衣灸神阙穴、 关元穴各 10~20 分
钟， 适用于小儿脐疝、 腹股沟疝等。

黄伟杰

������确实， 白术对于脾虚导致的
便溏、 面色萎黄、 形神倦怠、 瘦
弱无力、 不思饮食等症， 都有很
好的治疗作用， 如白术合用枳实
而成的名方———枳术丸， 就是由
金元医家张元素所创， 具有健脾
消食、 行气化湿的作用， 尤其适
用于脾胃虚弱、 食少不化、 脘腹
痞满的症状。

此外， 白术还是一味止痛良
药， 尤其对于一些寒湿引起的腰
痛、 足痛有良效。 中医名家刘力
红在 《思考中医》 中讲过这样一
个案例： 一个病人寒湿重， 导致
足跟痛， 后来每天坚持用白术煮
水泡脚， 最后疼痛就消失了。 白
术的止痛除湿效果可见一斑。 医
圣张仲景的很多止痛处方里都有

白术， 比如治疗风湿痹痛的桂芍
知母汤、 白术附子汤、 防己黄芪
汤等， 但白术止痛时用量要大。

白术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用， 那就是通便。 很多人因为
脾虚导致便秘， 经常感觉疲倦乏
力， 没什么精神， 容易浮肿， 这
种便秘就不能用大黄、 芒硝、 番
泻叶等峻猛攻下的药物， 否则会
损伤正气， 使便秘加重， 此时不
但不能 “攻”， 反而要 “补”， 而
白术恰恰身兼二职， 既能补虚，
又能通便， 但用量要偏大， 往往
要 30 克以上。 然而， 白术并非
只能用于脾虚引起的便秘 ， 相
反， 脾虚引起的腹泻同样可以用
白术 ， 但这时的白术用量要偏
小， 往往 30 克以下。 这就是中

药的神奇之处， 同一种中药可以
解决看似两种截然相反的症状。

这里还介绍一款专门针对脾
虚泄泻的白术膏， 此方出自 《古
今医鉴》， 主要适用于因脾气虚
弱引起的腹泻， 症见饮食无味、
精神萎靡 、 四肢无力 、 肌肉消
瘦 、 大 便 偏 稀 。 材 料 ： 白 术
（炒） 2000 千克， 蜂蜜适量。 将
白术切成粗末， 加水煮 3 次， 分
次过滤， 去渣， 压榨残渣， 煎汁
合并 ， 用小火煎熬 ， 浓缩至膏
状， 以不渗纸为度。 每 50 克膏
汁兑炼蜜 100 克成膏， 每次取 15
克， 每日 2 次， 白开水冲服。

广东省中医院
岭南补土派学术带头人 卢传坚

食盐热敷治多病

白术 既止泻又通便
������白术是常用中药， 俗有“北参南术”、 “十方九术”
之说， 在清代宫廷的补益方中， 白术占有重要的位置，
如慈禧太后常服的补益方中， 白术的使用频率就很高。
明代医家李中梓在 《本草通玄》 中描述白术为“补脾胃
之药， 更无出其右者”， 古代右为上， “无出其右”， 意
为在补益脾胃功能方面， 没有能超过它的。

防流感茶三款 刺络放血功效多
������本版 5 月 17 日刊发 《刺络放血， 放走多种疾病》 一文，
许多读者来电希望进一步了解该疗法，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刺
络放血疗法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