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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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中药

������喝中药时， 一般医生都会提
醒大家忌食辛辣、 刺激、 生冷或
油腻食物等 。 那么常见的 “忌
口 ” 有哪些种类 ， 是不是真的
“这也能吃， 那也不能吃” 呢？

酒、 茶、 咖啡、 饮料
中药的有效成分复杂， 酒可

以致使大量的生物碱溶解而破坏
其有效成分， 因此， 服中药期间
不建议饮酒 。 但对某些特定疾
病 ， 酒和中药共同起到治疗作
用， 如 《本草纲目》 中就记载了
69 个不同的酒疗方。

茶叶中含有单宁酸， 咖啡内
含有咖啡因， 这些物质都有可能
与中药的生物碱出现反应 ， 因
此， 喝中药时尽量不要喝浓茶、
咖啡及饮料； 但有些特殊方剂，
比如川芎茶调散就是利用茶叶清
轻、 利头目的作用巧助药力的。

鱼、 虾、 蟹
鱼、 虾、 蟹属于腥膻类异体

蛋白， 性偏寒凉， 服中药期间能
不能吃， 一是要看体质， 二是要
看疾病性质。 例如， 体质虚寒及
胃肠病患者不宜食用， 而热性病
者少量食用无碍。 淡水鱼虾较海
鲜影响较小， 可适当食用。

绿豆、 柚子
绿豆是典型药食同源的代

表， 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脾胃
虚寒者不宜服用。 由于其具有解
毒作用， 建议在喝完中药两小时
后再食用。

柚子尤其是西柚中含有许多
活性成分 ， 可以抑制肝药酶活
性， 建议服药前 3 天和服药后至
少 6 小时内， 最好避免吃柚子或
喝柚子相关制品。

特殊禁忌
在古代文献上有常山忌葱 ;

地黄、 何首乌忌葱、 蒜、 萝卜，
薄荷忌鳖肉;茯苓忌醋;鳖甲忌苋
菜 :以及蜜忌葱等记载。 白萝卜
生消熟补， 属于泄气的食物， 如
与人参这类大补元气之品一起服
用， 补消相抵， 人参无效。 这些
都是属于特殊药物的 “忌口”。

忌口的正确打开方式
其实， 忌口的一个大原则就

是 “清淡饮食”， 具体一是 “辨
证论忌”， 二是遵循五行的生克
规律忌口。 只要在不违背病性和
药性， 不违背脾胃消化功能的前
提下， 还是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要适量， 不能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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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老人反映， 每到冬季都
会出现小便次数增多 ， 总是要起
床， 严重影响睡眠。 那这类老人在
中医上有没有办法调理呢？

正常成人白天排尿 4～6 次， 夜
间 0～2 次， 次数明显增多称尿频。
尿频是一种症状， 并非疾病。 多种
原因都可引起小便次数增多， 可以
伴有疼痛或者没有疼痛。

中医认为小便频数主要由于体
质虚弱 ， 肾气不固 ， 膀胱约束无
能 ， 其化不宣所致 。 此外过于疲
劳， 脾气虚， 上虚不能制下， 土虚
不能制水， 膀胱气化无力， 而发生
小便频数。 另外， 湿热、 肝气郁结
体质的人也容易出现小便频数的表
现， 需要区分对待。

中医中治疗小便频数的中草药
都是十分有效的， 对于有需要但不
便使用大量中药方的人来说， 使用
一种中草药是不错的选择。

方一： 玉米须 （或者白茅根）
取玉米须 （或者白茅根） 适量煮汤
喝。 此草药可以用于小便频多， 并
且出现尿黄、 口干口苦的人。

方二： 肉桂、 桂枝、 芡实、 附
子 日常煲汤时可以添加一到两种适
量食用， 附子使用时应控制用量，
一般 6 克为宜。 此草药可以用于尿
频特别是夜尿多， 小便较清的人。

方三： 麦冬、 五味子、 山茱萸
取一种日常泡茶饮用。 此草药可以
用于尿频但每次尿量较少， 容易出
现烦热的人。

方四： 黄芪 、 大枣 黄芪可煲
汤， 大枣可日常食用。 此草药可以
用于尿频且容易出现大便拉稀的
人。

方五： 枳壳、 佛手、 青皮 取一
种日常煲水饮用即可。 此草药可以
用于尿频但尿不畅 ， 容易出现叹
气、 肚子胀的人。

此外， 中医师在临床治疗上，
还常使用以下验方和中成药：

六草汤 凤尾草、 车前草、 旱
莲草、 蛇舌草、 猫须草、 马鞭草。

此方有清热利湿的功效， 可以
用于经常出现尿频、 小便黄而短，
口干、 口苦， 舌苔黄而厚腻的人。

金贵肾气丸 地黄、 山药、 山
茱萸 、 茯苓 、 牡丹皮 、 泽泻 、 桂
枝、 附子、 牛膝、 车前子加减。

此方有温补肾阳、 化气行水的
功效， 可以用于尿频且小便清而
常， 夜尿较多， 容易出现四肢冰冷
的人。

六味地黄丸 + 二至丸 熟地黄、
酒萸肉 、 牡丹皮 、 山药 、 茯苓加
减。

此两方 （合并使用方， 需要医
生专业指导使用） 滋阴补肾， 多用
于尿频但尿量少， 容易出现口干、
但不喜欢喝水， 手心、 脚心容易发
热的人。

补中益气汤 黄芪、 人参、 白
术、 炙甘草、 当归、 大枣加减。

此方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 适
用于尿不尽而出现尿频的人， 多数

这种情况的人还会出现面色白、 消
化不良、 大便拉稀等不适， 有些老
人甚至咳嗽就会出现小便失禁的情
况。

逍遥散 柴胡 、 当归 、 白芍 、
白术 、 茯苓 、 生姜 、 薄荷 、 炙甘
草。

此方具有疏肝气、 解抑郁的功
效， 用于尿不尽的尿频。 这种尿不
尽更加严重， 而且心情不好的时候
尿意更大， 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

由于冬天气候寒冷， 人体各软
组织 （皮肤与血管） 为了御寒， 呈
收缩状态， 此时更容易出现尿频现
象。 老年人生理功能衰退， 膀胱弹
性降低 ， 使得尿的贮留量受到限
制。 尿频多为虚症， 需要调养， 多
吃富含植物有机活性碱的食品， 少
吃肉类， 多吃蔬菜。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李艳鸣

治痔疮验方
苍耳子 100 克， 加水 1000 毫升煎煮 20

分钟， 取药汁熏洗肛门 10 分钟， 每日 2 次。
此法对内痔、 外痔及混合痔均有显著的临床
效果。 禁忌辛辣食物。
山东省沂南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李祥农 献方

治皮肤瘙痒验方
将干苦参 150 克， 加水 2000 毫升， 浸泡

1 小时， 用大火煮沸后， 再用小火煎至余量
为 1000 毫升， 每天早晚各一次洗擦患处， 当
即可止痒， 约 5~7 天后， 瘙痒将消除。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自制风湿药酒
当归 300 克， 白芍、 牛膝、 桂枝、 防风、

杜仲各 200 克 ， 威灵仙 240 克 ， 糯米 5000
克， 苡米 2500 克， 酒曲适量。 中药水煎取
汁， 糯米、 苡米水浸 12 小时后， 过滤弃水
分， 蒸熟待凉， 再加入药汁、 酒曲和匀， 置
酒坛中保存 (冬春 3 天， 夏秋 2 天)， 闻有酒
香即可饮用， 早睌各 1 次， 10 天喝完。

湖南新化铁路医院主任医师 李典云 献方

������睡眠 ， 是补充体力最
好的方式， 然而 ， 很多人
都在饱受失眠的痛苦 。 失
眠的夜， 格外漫长 ， 怎么
办？

中医认为 ， 人的体表
有气运行， 像人体外围的
卫士， 名卫气。 卫气是固
摄阳气的， 它在人体体表
不断地运化行走。 白天卫
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 ， 晚
上则行到阴分里， 就是行
于阴经。 阳气只要一入阴
经， 人就想睡觉 。 卫气在
阴经中行走完， 出离阴经
的一瞬间 ， 人就会醒来 。
这就是对睡眠机理的解释。

阴是静态， 阳是动力，
是能量， 只有通过阳气的
推动和温化， 阴液才能发
挥 作 用 ， 只 有 “阴 得 阳
生”， 才能泉源不竭。 当动
到极限 ， 阴分消耗过度 ，
人就会疲劳， 就需要静下
来， 需要休息。 当人体入
静或者入睡之后， 阳气开
始收敛， 消耗减少 ， 反过
来促进阴分的化生 ， 只有

阴分养足了， 人体第二天
才能有充足的阳气。 如果让
一个人整天整夜不睡觉， 过
不了两三天， 人就会崩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动而生
阳， 生阳即耗阴， 长时间地
耗阴， 就会阴分枯竭， 身体
自然就会受不了。 最后的结
局不是 “阴平阳秘”， 而是
“阴阳离决”。

明白了这些道理 ， 再
看看长期失眠的患者 ， 为
什么他们满脸皱纹 ， 为什
么精神憔悴， 这都是阴分
亏虚的表现。 由于长期失
眠， 阳不入阴， 阴气得不
到化生， 体内五脏六腑阴
液不足。

那么失眠该如何治疗
呢 ？ 很简单 ， 引阳入阴 ，
就能治好失眠！

中医传统项目———扶
阳罐，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
帮助每一位失眠患者解除
痛苦， 让每个家庭更健康

丽轩堂生命养护中心
湖南丽轩健康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中药忌口
究竟忌什么？

老人冬季尿频 中医可调理

失眠， 就是阳不入阴
扶阳罐， 解决失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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