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人认为中药是纯天
然产品， 绿色、 安全、 无副
作用， 中药药品说明书里的
不良反应一项也通常写着
“尚不明确”。 所以， 很多人
吃中药治病或是调理身体会
比较随意， 有人甚至一吃就
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而从不
监测肝功能。 由于肝脏有丰
富的血流和药物代谢酶， 大
部分药物在肝脏内转化， 肝
细胞本身对化学物质特别敏
感， 因此肝脏同时也易受药
物的损害 ， 导致药源性肝
病。

随着对中草药的研究深
入， 已发现越来越多的中药
有潜在的肝毒性， 应引起大
家警惕 。 有些患者迷信偏
方， 在没有医师指导下滥用
中药或不遵医嘱， 长期或过
量服用中药导致肝损伤。 老
年人尤其是体质较弱者， 可
能会喜欢长期服用中药调理
养生。 与健康成人相比， 老
年人的肝脏代谢功能下降，
尤其是一些慢性患者， 如糖
尿病、 慢性肝炎老年患者等
非常常见， 这些人群因为疾
病原因造成肝脏功能受损，
本身就因长期服用一种或多
种药物， 更容易受到药物性
肝损伤的影响 。 因此 ， 老
人 、 小儿 、 体弱者 、 妊娠
期、 肝肾功能障碍者服用中
药， 需格外谨慎。

如需长期使用中药， 特
别是会导致肝损伤的中药
时 ， 最好能定期监测肝功
能 ， 在医生指导下正确服
药。 此外， 如果中西药一起
服用， 应咨询医师或药师的
建议， 因为有些药物单独服
用对肝脏危害不大， 但同时
服用， 药物之间可能发生相
互作用， 引起肝脏损伤。

湖南省儿童医院药学部
药师 向晓琴

长期服中药
小心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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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第十一回 “庆
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
淫心” 中写道： 贾母 “因晚上看
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儿， 老人家又
嘴馋， 吃了有大半个， 五更天的
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 今日早
晨略觉身子倦些。 因叫我回大
爷， 今日断不能来了”。 贾母所
患腹泻， 现代医学称为进行胃肠
炎， 中医称作泄泻。

泄泻 ， 是指排便次数增
多， 粪便清稀， 甚至如水样而
言。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但以夏秋两季多见 。 中医认
为， 本病多为感受外邪， 湿阻
脾阳或饮食不节， 损伤脾胃，
或肝郁犯脾， 运化失常， 或脏
腑亏虚， 摄纳失调所为， 其主
要病变在脾胃及大小肠， 关键
在于脾胃功能障碍， 因而调理
脾胃， 使之功能正常为治疗要
点， 同时应注意饮食， 避免生

冷、 油腻之物。
中成药辨证治疗泄泻效果

较好， 但治疗前先要分清风寒
或寒湿型、 湿热或暑湿型、 饮
食积滞型、 肝气乘脾型、 脾胃
虚弱型、 肾阳不足型等六型，
选用藿香正气液 、 藿香正气
水、 藿香正气颗粒、 六和定中
丸、 六一散、 时疫止泄丸、 紫
金锭、 保和丸、 木香槟榔丸、
左金丸、 沉香化气丸、 参苓白
术散、 香砂养胃丸、 十香定痛
丸等中成药内治疗法； 云南白
药、 黄连素片、 藿香正气水、
龟龄集等中成药行外治疗法，
均能获得较好疗效。

需要注意的是， 在治疗过
程中出现腹泻不止 ， 腹痛加
重， 或发热不退时， 应及时去
医院进一步治疗。

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胡献国

在临床上， 放疗或联合放
化疗是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方
法， 但多数患者在放疗过程中
会出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 随
着放疗剂量的增加， 放射线对
口腔黏膜细胞造成了不同程度
的损伤 ， 口腔黏膜充血 、 水
肿， 进而出现糜烂、 溃疡， 不
仅可引起口咽部的疼痛不适，
同时影响味觉、 吞咽及语言功
能， 导致患者出现食欲减退、
体重减轻、 疲劳等症状， 不能
耐受的口腔黏膜炎甚至会影响
放疗的实施。 因此， 及时有效
地治疗放射性口腔黏膜炎， 提
高患者对放疗的耐受， 对于鼻
咽癌的治疗至关重要。

中医认为， 放射线为火热
毒邪， 其照射部位在头颈部，
使手太阴肺经首先感受温热之
邪， 导致人体上焦受邪， 热伤
津液， 出现咽燥、 唇焦、 口渴
喜饮； 而火性炎上， 则出现口
舌生疮 、 咽痛目赤等症状 。
《温病条辨》 曰： “温病由口
鼻而入， 鼻气通于肺， 口气通
于胃。 肺病逆传则为心包。 上
焦病不治， 则传中焦， 胃与脾
也。” 随着放疗的进行， 中焦
受邪， 出现胸膈烦热、 便秘溲

赤等症状， 治法应以泄上、 中
二焦郁热为主。

笔者临床应用凉膈散治之
屡获著效。 凉膈散出自 《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 为中医治疗
温病的名方， 也是治疗上、 中
二焦火热炽盛的常用方， 常用
于口腔黏膜炎、 咽炎、 急性扁
桃体炎等的治疗。 一般临床常
用剂量为： 大黄、 芒硝、 甘草
各 6 克， 山栀子 10 克， 薄荷、
黄芩、 连翘各 15 克， 水煎两
次合并约 400 毫升， 早晚各 1
次， 每次 200 毫升。

方中连翘轻清透散， 长于
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 疏散风
热， 即透散上焦之热， 主治疮
痈肿毒 ， 瘰疬痰核 ， 风热外
感， 温病初起， 热淋涩痛， 为
君药； 黄芩清胸膈郁热， 泻火
解毒； 山栀子通泻三焦， 引火
下行； 大黄、 芒硝泻火通便，
荡涤中焦燥热内结， 此四味共
为臣药； 薄荷清头目、 利咽，
竹叶清上焦之热， 均为佐药；
甘草、 白蜜生津润燥， 缓和诸
药， 共为使药。 全方具有泻火
通便， 清上泄下等功效， 主治
上、 中二焦邪郁生热之证。 现
代研究显示， 凉膈散具有降低
内毒素温病模型动物血浆肿瘤
坏死因子 （TNF-α） 水平， 减
轻组织病理损害， 改善微循环
等作用。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王琮

������立秋到来， 气温虽开始有所下降， 但夏日
的炎热气息尚未散去， 人的生理机能一旦调整
不及时， 就容易上火。 中医认为， 夏末秋初饮
食上应注意补气去火、 多酸多甘、 多食果蔬、
适当饮茶。

多酸多甘 酷热时人们喜冷饮， 喝水多而
外湿入内， 使水湿固脾， 引起脾胃升降， 令消
化功能产生障碍， 出现积水为患， 食欲不振。
夏末秋初日常饮食中应多食甘凉、 甘寒、 酸性
的蔬菜水果为宜， 如菠萝、 西瓜等。

补气去火 人火气上升， 表现出情绪烦躁、
焦虑、 易激动、 失眠等， 这些症状在医学上称
为 “秋季情感障碍”。 因此， “补气去火” 也
是夏末秋日食补的必备功课， 如苦瓜、 西红柿
等性凉、 清暑的蔬果， 同时， 牛奶性微寒， 可
以补水、 滋阴、 解热毒， 也是 “去火” 良品。

适当饮茶 立秋以后， 天气可重新出现暑
热， 因此清热解暑类食品不能突然就撤除， 而
茶有清热解毒去火之效， 可缓解暑热。 根据我
国民间长期饮用和实践及现代科学研究证实，
饮茶具清热润肺、 平肝益血、 消炎解暑、 降压
减脂、 消除疲劳等功效， 尤其对烟酒过度、 油
腻过多、 肝火过旺引起的身体不适、 消化功能
障碍等症， 具有独特的保健作用。

茶饮推荐 1.黄芪枸杞茶： 夏末秋初饮黄
芪枸杞茶， 可起到益气固表的功效果， 可改善
因气虚导致的体质虚弱、 易疲劳、 常感乏力
等， 而且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冒的症状。 2.红花
茶： 秋初饮红花茶可滋补养颜， 驱寒养血， 消
暑去火， 还有减肥的作用。 注意睡前少饮， 以
免过度兴奋影响睡眠。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针灸科主任 陈凌凡

治消化不良验方
吴茱萸 30 克 ， 丁香 6 克 ， 胡椒 30

粒。 共研为极细末， 储瓶内备用 。 使用
时， 每次用药粉 1.5 克， 调入凡士林适量
敷脐部， 每日换药 1 次。 一般敷药 1~2 次
后即获痊愈。

治病后不思饮食方
北沙参 60 克， 红枣 12 枚 （去核、 劈

开）， 用水 1000 毫升， 煎 35 分钟 （开锅
后）， 余汁约 600 毫升， 每日服 3 次， 每
次服 200 毫升。

治胃下垂验方
三棱、 莪术、 水仙子、 红花各 15 克，

肉桂 10 克， 艾叶 45 克， 木香、 草果、 公
丁香各 10 克， 高良姜 12 克， 砂仁 6 克，
共研为细末。 取 1 米布折成双层， 内铺棉
花， 将药末铺于棉花中间， 用线缝好， 防
止药末堆积和漏出。 日夜兜在胃脘部， 连
用半年。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立秋“去火” 适当饮茶

从贾母吃桃
谈泄泻的治疗

放疗后口腔黏膜损伤
可服凉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