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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取芦根20克， 生石膏 50克 （先
煎）， 地骨皮、 骨碎补、 知母、 白芷、
炒山栀、 竹叶、 藿香各 10克， 露蜂
房、 甘草各 6 克， 水煎， 分早晚两
次温服， 每日 1剂， 连服 6剂。

������取樟脑、 冰片各 10 克， 白矾
15 克， 食盐 5 克。 一同研成细粉，
瓶装备用。 使用时， 先用棉球将患
耳脓液清除干净， 再将适量药粉撒
入耳内， 并用半寸长大葱塞住耳孔
约 20 分钟。 每日一次， 一般 2~3
次即可痊愈。

������取威灵仙 72 克， 白花蛇 4 条，
血蝎、 透骨草、 防风各 36 克， 研
成细末， 过筛， 瓶装备用。 每服 3
克， 日服 2 次， 开水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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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益气生津，清热止渴法
此法适用于肺胃热盛、 津气

两伤之口渴证， 兼见发热、 汗
出。 方用白虎加人参汤。

《痉湿暍病 》 篇第 26 条指
出： “太阳中热者， 暍是也。 汗
出恶寒， 身热而渴， 白虎加人参
汤主之。” “太阳中热” 是指感
受暑热而引起的太阳证， 暍是伤
暑病。 暑为阳邪， 其性升散， 感
受暑邪可致腠理开而汗出； 汗出
多而腠理空疏故恶寒 ； 暑必发
热， 发热伤津故见口渴。

暑热内盛， 气津两伤， 用白
虎汤以清肺胃之热 ， 加人参以
益气生津 ， 热解津回则渴止 。
正 如 《 伤 寒 溯 源 集 》 中 云 ：
“暍乃暑热之邪， 其气本热、 不
待入里 ， 故中人即渴也……所
以即用石膏以治时令暑热之邪，
又加人参补汗出之表虚， 添津液
而治燥渴也。”

2 温补肾阳，化气止渴法
此法适用于肾阳虚衰， 气化

失司之口渴证， 兼见小便多。 方
用肾气丸。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 篇第
3 条曰： “男子消渴， 小便反多，
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 肾气丸主

之。” 肾主水， 肾阳的蒸腾气化
作用 ， 主宰着整个水液代谢过
程。 若肾阳虚衰， 既不能蒸腾津
液以上润， 又不能气化以摄水，
故见口渴、 小便多， 治当温补肾
阳为法。

肾气丸中以六味地黄丸补益
肾阴， 阴盛则阳长， 阳有依附，
不使外浮。 方中桂枝、 附子温肾
阳， 补水中之火， 使其上可以蒸
津以止渴， 下可以气化以摄水。
《医宗金鉴》 认为该方 “是以阴
中温养其阳， 使肾阴摄水而不直
趋下源， 肾气上蒸， 则能化生津
液” 而止渴。

3 咸寒润下，生津止渴法
此法适用于阴虚燥热之口渴

证， 兼见饮水不止。 方用文蛤
散。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 篇第
6 条云： “渴欲饮水不止者， 文
蛤散主之。” 肾阴衰弱， 不能制
火 ， 心火火移于肺 ， 则肺燥阴
伤， 故渴欲饮水， 但水入不能消
其热 、 制其燥 ， 而反为燥热所
消， 故致饮水不止。

文蛤散中文蛤性味咸寒， 可
养阴润燥而导心热下行， 则津生
而渴止。 正如 《金匮玉函经》 所
云 “其味咸冷， 咸冷本于水， 则

可益水， 其性润下， 润下则可行
水。 合咸冷润下则可退火， 治热
证之渴饮不止， 由肾水衰少， 不
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 今益水治
火， 一味而两得之。”

4 调和营卫，祛湿止渴法
此法适用于水湿侵犯经脉，

阻碍营卫的运行， 气不化津之口
渴证， 兼见水肿、 发热、 汗出。
方用芪芍桂酒汤。

《水气病 》 篇第 28 条云 ：
“黄汗之为病， 身体肿， 发热汗
出而渴……宜芪芍桂酒汤主之。”
此渴因湿热互郁 ， 营卫俱病所
致。 芪芍桂酒汤调和营卫， 实卫
祛湿， 兼泄郁热。 俾卫阳得实，
营阴得益 ， 湿热得清 ， 其气得
行， 则水津得布而渴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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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自古就有 “三九补一冬，
来年无病痛” 的说法， 进补可以
选择食补， 亦可选择药补， 而药
补首推膏方。 每年的立冬到次年
立春期间， 都是进补膏方的好时
候， 下面 15 种经验冬令膏方可以
助您安度寒冬。

1.�温阳培补膏 温补肾阳 、
健脾散寒。 可用于阳气不足、 形
寒肢冷、 腰膝冷痛、 神疲乏力 、
阳痿遗精， 或饮食减少、 大便不
实， 或小便自遗、 夜尿多， 舌淡
苔白之证。

2.�滋阴润燥膏 滋阴清热润
燥。 可用于心烦易怒、 失眠多梦、
头痛牙痛、 口干舌燥、 鼻干灼痛、
手足心发热、 潮热盗汗、 久咳干
咳不止、 皮肤干燥瘙痒、 舌红少
津之证。

3.�参灵扶正膏 补益气阴 、
扶正固表。 可用于体虚易感风寒、
动则汗出、 容易感冒、 舌淡苔白
之证。

4.�养颜调经膏 养血柔肝 、
活血消斑。 可用于面色无华、 面
易生斑、 头晕目眩、 月经不调 、
量少闭经、 痛经等证。

5.�三仙滋补膏 滋阴补血 、
益气壮阳。 可用于治疗身体虚弱、

精神疲惫、 面色无华、 嗜卧懒言、
不思饮食、 畏寒怕冷、 腰膝酸软、
大便结或溏之证。

6.�儿童健脾开胃膏 健脾开
胃、 消食理气。 主要用于脘腹胀
满、 食欲不振、 面黄肌瘦、 腹泻
或便秘、 大便溏薄之证。

7.�益智安神膏 养血益智 、
宁心安神。 主要用于失眠健忘 、
视物昏花、 耳鸣耳聋、 心悸心烦
之证。

8.�补肾膏 补肾强筋、 填精
补髓。 主要用于腰膝痿软、 风寒
湿痛、 阳瘘早泄、 遗精、 夜尿多、
遗尿、 崩漏带下、 头发早白、 脱
发、 骨质疏松、 骨折后期、 性功
能减退等证。

长沙市中医医院药学部
主任中药师 邓曼静

������五禽戏又称 “五禽操”、 “五禽气
功”、 “百步汗戏” 等， 是由东汉名医
华佗发明、 流传最久的一种中国传统
健身方法， 由虎戏、 鹿戏、 熊戏、 猿
戏 、 鸟戏五种模仿动物的动作组成 。
1982 年 6 月 28 日， 中国卫生部、 教育
部和当时的国家体委发出通知， 把五
禽戏等中国传统健身法作为在医学类
大学中推广的 “保健体育课” 内容之
一； 2003 年，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把重
新编排后的五禽戏等健身法作为 “健
身气功” 的内容向全国推广。

五禽戏锻炼要做到全身放松、 意
守丹田、 呼吸均匀、 形神合一。 练熊
戏时要在沉稳之中寓有轻灵， 将其剽
悍之性表现出来； 练虎戏时要表现出
威武勇猛的神态， 柔中有刚， 刚中有
柔； 练猿戏时要仿效猿敏捷灵活之性；
练鹿戏时要体现其静谧恬然之态； 练
鸟戏时要表现其展翅凌云之势， 方可
融形神为一体。 常练五禽之戏， 可活
动腰肢关节 ， 壮腰健肾 ， 疏肝健脾 ，
补益心肺， 从而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五禽戏

《金匮要略》中有 12 种治法①

������口渴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 在中医
经典著作、 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所著的 《金
匮要略》 中， 论及口渴的条文多达 50 余条，
它不仅是后世治疗渴证之典范， 而且至今仍
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笔者现将其治疗大
法概括为 12种， 供大家参考。

十五种膏方助您安度寒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