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人因为工作忙碌， 三
餐不定时也不定量， 有时三餐
当作两餐， 不然就是大吃大喝
一顿 ， 以致出现胃食道逆流 ，
常见烧心、 胸口灼热、 泛酸咳
嗽， 躺下时胃酸逆流加重以致
影响睡眠。

中医认为， 除了常规治疗，
按摩内关、 足三里、 巨阙等穴
道， 有助减缓食道逆流症状。

内关穴位于手腕上三指 ，
是心包经上的穴位 ， 主导心 、
胸、 胃的症状； 足三里穴位于
膝关节外膝眼直下四横指
处， 具有调理脾胃、 补中
益气 、 通经活络等的作
用； 巨阙穴位于肚脐正上
方 ， 左右两侧肋骨相交
处， 往下两指宽处， 这个
穴位有助宁心和胃。

生活作息方面， 病患

用餐应以七分饱为原则， 不要
吃得太饱太撑 ； 不要吃太油 、
炸辣之类食物， 刺激性食物包
括巧克力、 甜食、 茶内、 咖啡
等少吃为妙 ； 尽量吃得清淡 ，
睡前至少两个小时不要进食 ，
避免胃没消化完全就躺着睡觉，
不然胃一直持续运作容易让胃
酸逆流； 用餐时细嚼慢咽， 保
持规律感与节奏感， 到吃饭时
间就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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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五种症兆，小心中风

常宁市中医医院中风病科主
任、 副主任医师章俊卿介绍， 脑
卒中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中风， 分
为脑梗塞和脑溢血。 从临床上看，
通常中风的发作一般都有先兆症
状， 总的来说， 当出现这五类症
状时， 要小心中风， 及时就医。

第一个是感觉异常。 就是突
然出现感觉方面的异常， 比如说
突然出现舌头发麻、 面部麻木、
半身麻木， 甚至有刺痛的感觉。

第二个是运动功能异常。 比如
说， 突然说话的时候， 说着说着舌
头就不听使唤了， 或者手脚的运动
受到一定的影响， 还有就是行走时
容易摔倒。 像陈得贵就是出现肢体
乏力， 行走不便， 讲话也不利索。

第三个是突发缺血缺氧。 表
现为突然就出现眼睛看不见， 或

者头晕发作的现象 ， 但这些现
象， 一般都是持续几秒， 十多秒
钟时间就能够恢复正常。

第四个就是慢性缺氧。 比如
说最近一段时间总打哈欠， 这实
际上是感觉精神精力下降。

第五个就是情绪不稳定， 易
波动。 比如说这段时间容易精
神、 情绪低落， 或者精神亢奋，
容易发脾气等等。

中医治疗中风有特效

常宁市中医医院在十多前年
就引进了 “石氏中风单元疗法”，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中医
药专家石学敏教授在多年临床实
践基础， 形成以 “醒脑开窍针刺
法” 和 “丹芪偏瘫胶囊” 为主 ，
结合现代康复手段， 配合饮食、
运动、 心理及护理疗法的一套独
特的中风病综合治疗方案。

在这个包括了对中风的先兆
期、 急性期、 恢复期、 后遗症期全
过程的治疗干预的单元里， 针对缺
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及其合并
症、 并发症， 采取相应的综合治
疗措施， 通过医患 （包括家属） 的
积极配合， 达到迅速、 有效治疗
中风的目的， 能够明显改善半身
不遂、 口舌歪斜、 舌强语謇或不
语、 偏身麻木等中风症状， 再结
合中药方剂 “天麻钩滕汤” 内服，
清热平肝， 潜阳熄风， 疗效显著。

王少华主任提醒， 如果出现
了中风先兆， 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因为已经有血管性的病变， 关键
是要预防中风的发生， 干预应该
在更早的时候。 如有高血压、 糖
尿病、 血脂高、 动脉硬化、 心脏
病，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 应该及
时处理， 积极治疗， 避免中风。

常宁市中医医院 吴超辉

������延胡索为罂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是临床常用的活血止痛药物， 味辛微
苦， 性温， 入肝、 脾二经。 本品既入血
分， 又入气分； 既能活血利气， 又能行
气利血滞， 故为活血行气止痛的良药。
其止痛作用显著而持久， 作用部位广泛
而无毒。 因此， 无论是气滞积而不散，
或血瘀凝聚而不行所致一身上下内外疼
痛诸症， 均可选用。

延胡索用于胃脘痛， 如口干、 舌苔
黄喜冷饮， 常配金铃子、 黄连、 香附，
以清热止痛； 如痛喜热饮， 舌苔白， 常
配干姜、 肉桂、 附子； 如胁肋痛， 常配
青皮、 木香、 柴胡、 香附等； 治疗胸痹
疼痛、 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 常配
伍良姜、 川芎、 檀香； 治疗跌打损伤瘀
血作痛， 常配伍桃仁、 红花、 没药等；
治疗寒凝肝脉所致的疼痛致小腹或睾丸
偏坠疼痛， 常配小茴香、 橘核、 荔枝
核、 乌药等； 行经腹痛或产后瘀血作
痛， 常配伍当归、 川芎、 五灵脂、 蒲黄
等活血止痛药； 血滞腰痛、 关节痛， 常
配牛膝、 桑寄生、 川断等药。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药剂科
主管中药师 吴一振

樟树叶洗浴治风湿关节痛
鲜樟树叶 500 克， 加水 2000 毫

升， 烧开后用小火煎 30分钟， 将液体
倒入浴缸中， 加温水至 2/3， 全身浸泡
30分钟， 1天 2次， 连用 5~7天。

上法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 痛
风均有较好疗效。 注意： 因樟叶气
味香窜， 其特殊味道久闻可引起血
压升高、 头晕、 失眠， 故老年高血
压、 心脏病， 或严重失眠患者， 不
宜使用上方。

麻黄红桂汤治肋软骨炎
麻黄 10 克、 红花 10 克、 肉桂

5 克、 白酒 50 毫升， 加三碗水煎 30
分钟， 分两次服用， 一天内服完 ，
连续服用 3～7 天。

本方适用于寒凝血瘀类肋软骨
炎， 即患者出现肋骨肿痛或刺痛 ，
夜晚为甚， 受寒加重， 得热则减 ，
畏寒肢冷， 面色青白， 舌白滑润或
淡紫表现时， 效果较好。 如果属阴
虚或湿热表现者， 不宜选用本方。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
蒲昭和 献方

延胡索
善治内外痛症

������一到夏季 ， 不少人为了祛
暑降温， 会到药店购买夏桑菊
冲剂， 用水冲了当凉茶喝 。 湖
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
科主任医师苏仁意提醒 ， 中医
药有其适用症和禁忌症 。 对症
的人喝夏桑菊冲剂确实有好处，
但不对症的人喝了反而会损害
健康 。 一般来说 ， 在夏季 ， 实
热体质的人可以适当喝一些夏
桑菊冲剂， 具有清热祛暑的作
用。

由于夏枯草、 桑叶、 菊花都
是辛凉的药物， 因此虚寒体质的
人就不能喝这种冲剂。 这种体质
的人， 他们特别怕冷， 吃凉的食
物， 会加重寒冷的症状。

此外 ， 体质虚寒的人如果
长期饮用夏桑菊冲剂 ， 会损伤
人体的阳气和脾胃 ， 以及出现
脉弱无力等脾肺气虚的症状。

方文杰

中西结合治中风效果好
出现五大症状及时就医

�������近日， 家住衡阳常宁市 66 岁的陈得
贵， 突发一侧肢体乏力麻木， 讲话不利索，
开始他自己没在意， 被家人察觉后， 紧急
送到到常宁市中医医院中风科。 该科副主
任、 副主任医师王少华仔细检查诊断为脑
梗塞， 情况十分危急。

王少华介绍， 陈得贵入院时， 行动不
便， 讲话困难， 口齿不清， 考虑到是卒中，
后经头部 CT 检查排除脑出血， 心电图检
查为快速房颤， 中医诊断为中风。 当时考
虑到陈得贵发病不久， 在 4 小时之内， 于
是紧急运用阿替普酶溶栓， 随后经磁共振
检查确诊为脑梗塞。 中医运用天麻钩滕汤，
清热平肝， 潜阳熄风， 后期运用石氏中风
单元疗法积极治疗。 经过常宁市中医医院
中风病科精心治疗， 陈得贵很快康复出院。

怕冷人群
别喝夏桑菊

穴位按摩
有助缓解胃食道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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