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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主任章薇介绍， 麻木是中
风患者常见的后遗症状之一， 其主
要特征是患侧面部或肢体麻木， 可
伴有感觉过敏、 减退、 酸胀、 疼痛
或蚁走感， 轻者影响患者日常生
活， 重者自觉痛苦不堪， 甚至造成
抑郁、 焦虑情绪， 治疗较为棘手。
根据 30 多年的临床经验， 章薇总
结出用巨刺法治疗中风后麻木， 效
果颇为明显。

治疗时分别取健侧上肢肩髃、

手三里、 合谷等穴， 健侧下肢取环
跳、 阳陵泉、 阴陵泉、 风市等穴，
常规消毒后， 快速进针， 行平补平
泻手法， 得气后留针 30 分钟， 同
时让患者主动或被动活动患侧肢
体 ， 10 次为一疗程 。 针刺健侧 ，
既能改善健侧的血液循环， 建立较
为丰富的侧支循环， 促进脑的重
塑， 又能减少对患侧的不良刺激，
避免加重高肌张力状态。 周先生治
疗 1 个疗程后， 肢体麻木明显改

善， 为巩固疗效， 又连续治疗了 3
个疗程， 麻木基本消失。

章薇介绍， 巨刺法是一种左病
取右， 右病取左， 左右交叉取穴施
治的方法， 属于九刺中的一种刺
法， 主要适应于面神经炎、 顽固性
面瘫、 面肌痉挛、 头面部痛症、 中
风后运动功能障碍、 中风后感觉障
碍、 脑卒中后呃逆、 肩手综合征及
运动系统软组织疾病等。

针灸推拿科 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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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
掌握辨证辨病特色

周青的父亲是我国知名金匮学
家、 湖南省名中医周衡教授， 她从
小目睹父亲为众多病友解除痛苦，
深深被中医的魅力所打动， 立志
学医， 治病救人。 1996 年， 周青
考入湖南中医学院， 攻读中医外
科硕士学位， 受教于贺菊乔教授
门下 ， 在贺教授的悉心指导下 ，
她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外科学理
论， 2005 年继续攻读中医外科学
博士学位， 开始从事男科临床与
科研工作。 在贺老的悉心指导下，
周青边跟师， 边学习， 边临床， 对
慢性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 男性
不育症等疾病的病机、 病因以及
治法有了新的认识。

在谭新华名医工作室的建设
中， 周青跟随谭教授学习多年， 也
得到了谭教授的悉心指点。 谭老
治疗男科疾病尤重视调理脾肾 、
顾护根本 ， 同时注意养心调肝 。
对于复杂病症， 谭老常效法张仲
景， 寒温并用、 通补兼施， 其处方
既能取寒热拮抗， 且又相互照顾，
组成 “复方多法 ” 。 周青常说 ：
“这些导师的治学方法、 临证思路
和学术思想对我的临床诊疗和科
研思维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贯穿
于我这些年来的整个临床、 科研
和教学中， 使我受益匪浅。”

������阿胶， 亦名驴皮胶、 驴胶， 因
原产于山东东阿县东阿镇， 并以阿
井水熬制而成， 故定名为阿胶。 阿
胶入药至少有 2000 年的历史， 东
汉时期的 《神农本草经》 中即有记
载， 认为其有益气、 补血、 止血、
安胎之功效， 可治疗心腹内崩， 劳
极洒洒如疟状、 腰腹痛、 四肢酸
痛、 女子下血、 胎动不安等症。

阿胶在古代一直都是向皇帝进
贡的贡品， 称为 “贡胶”， 历代医
药名家也在很多经典名方中使用了
阿胶， 如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创的黄
连阿胶汤， 就是以阿胶配伍黄连、
黄芩、 芍药等组成， 为治疗阴虚火
旺、 心烦失眠的奇效方； 还有张仲
景所创的胶艾汤， 由阿胶和艾叶组
成， 被认为是养血止血、 调经安胎
的良方； 清代名医吴鞠通所创的
“大定风珠”、 “小定风珠”、 “三
甲复脉汤” 等方药中均用了阿胶；
现代的阿胶养血颗粒、 驴胶补血冲
剂 （颗粒）、 阿胶补血口服液、 阿
胶三宝膏、 阿胶当归合剂、 阿胶生
化膏等具有养血补血作用的制剂，
也均是以阿胶为主药。

药学部主任药师 刘绍贵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组持续或
间歇发作， 以腹痛、 腹胀、 排便
习惯和 （或） 大便性状改变为临
床表现， 而缺乏胃肠道结构和生
化异常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 。
现代医学对该病的病理机制尚不
明确， 治疗药物也非常有限， 而
中医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方面
有独特经验， 且疗效显著， 如四
神丸。

四神丸不能治疗所有的肠易
激综合征， 主要是针对脾肾阳虚
证 （腹泻型）， 当患者出现以下症
状时， 可以试试四神丸。 如腹泻
多发生在吃凉食， 或喝凉水， 或
着凉后， 腹泻多出现在黎明五更
时分， 粪便中常有未消化的食物，
中医称 “完谷不化”， 同时伴有食
欲不佳、 怕冷、 腰酸背痛 、 月经
不调或阳痿早泄等。

四神丸出自 《内科摘要》， 由
二神丸与五味子散两方组合而成。
二神丸 （肉豆蔻、 补骨脂） 主治
脾肾虚弱， 全不进食； 五味子散
（五味子、 吴茱萸） 专治肾泄。 两
方相合， 则温补脾肾、 固涩止泻
之功益佳。 需要注意的是， 服用
四神丸期间不要吃生冷的食物 ，
还要忌烟、 酒及辛辣、 油腻、 鱼虾
海鲜类食物； 如果服用四神丸 1 周
后症状未见任何改善， 则需到医
院就诊。

脾胃病科 喻斌 徐寅

四神丸可治
肠易激综合征

阿胶入药最补血

专攻男科的女专家
———记男科专家周青教授

������周青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擅长前列
腺疾病、 性功能障碍、 男性不育症的诊治， 以及男性生殖保健及亚健康调理。

立足科研，
继承创新结出硕果

周青的父亲经常教导她： “医
学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承， 创新也是
重要的，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的要
求。” 慢性前列腺炎是一种男性常
见迁延难愈的疾病， 属中医 “精
浊 ” 范畴， 多为 “败精瘀阻 ” 所
致。 目前治疗该病的药物很多， 但
疗效却不甚理想。 在长期的跟师研
修中， 周青全面继承了老师 “慢性
前列腺炎多湿热挟瘀” 的学术思
想， 积累了临床经验， 并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科研思路。

周青根据慢性前列腺炎 “败精
瘀阻” 的中医病机， 结合前列腺特
殊的组织结构及屏障功能特点， 启
发于 《本事方》 所载虎杖散： “用
虎杖煎汤， 调麝香、 乳香少许， 治
诸淋甚效”、 “宣窍通腐甚妙， 若
去麝香， 必不灵效”， 提出 “不通”
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理本质， 并以
瘀浊败精的祛除为切入点， 充分利
用芳香开窍药麝香、 乳香的 “开通
走窜， 化瘀通络” 功效， 提出了慢
性前列腺炎 “促通透， 祛瘀浊” 的
中医药临床治疗方法， 其研究内容
还先后获得了中国博士后基金和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
助， 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研
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事业发展部 胡翠娥

以小见大，
坚定男科专业信心
2011 年， 该院男科从中医

外科中独立出来， 在选择专业
方向时， 周青曾征求父亲的意
见， 父亲对她说： “男科虽是
一个小科， 但涉及的前列腺炎、
男性性功能障碍、 前列腺增生
症等都是常见多发病， 几乎覆
盖了男性老 、 中 、 青三代人 ，
虽然只是局部的疾病， 但治疗
也必须从整体出发， 熟练运用
阴阳、 脏腑经络、 虚实寒热等
中医基本理论 ， 一点也不比
‘大科’ 容易。 ‘小科’ 也可以
做出大成就。” 父亲的一番话让
周青更加坚定地选择了男科。

男科疾病很特殊， 由于发病
部位隐私， 很多患者的痛苦几乎
是无人说、 无处说 ， 而且我国
男科起步较晚， 很多公立医院
的男科都依附于泌尿外科， 不
受重视， 发展很慢， 患者的需
求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 ， 男科
常常是骗子横行的重灾区， 部
分民营医院的男科常夸大患者
病情， 以致过度治疗， 忽悠患
者 做 手 术 的 案 例 时 常 发 生 。
“面对这种社会乱象 ， 作为医
者， 我不能无动于衷， 必须担负
起这份责任， 这也让我更加坚定
了从事男科的信心。” 周青说。

中风后麻木

������54岁的周先生因“言语不利， 右侧肢体活动障碍 1
天” 于急诊拟“脑血管意外” 入院， 经头部 CT 确诊为
“腔隙性脑梗、 脑白质脱髓鞘改变”， 给予降压、 抗血小
板聚集、 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后， 仍留有右侧肢体麻木
等后遗症， 遂转入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治疗。

试试巨刺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