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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炎热 ， 可不
少人却着了凉 ， 颈肩腰腿
痛 、 频繁拉肚子 、 风寒感
冒等成了中医科室很常见
的病种。 为什么天气热了，
反而出现着凉的情况呢 ？
空调是重要的罪魁祸首。

《内经》 有云 : “春夏
养阳， 秋冬养阴”， 养阳气
对于养生很重要 。 而现代
人这一点却做得很不好 ，
特别喜欢熬夜 ， 熬夜是最
损耗阳气的 ， 熬过夜之后
第二天的精气神不足 ， 昏
昏欲睡 ， 长此以往 ， 人体
的阳气就会生发不起来。

阳气已然损伤了 ， 又
加上贪凉 。 一到夏天 ， 空
调一天到晚没停过 ， 夏天
本是出汗排毒升发的季节，
却在空调房里让冷气把阳
气封住了。

天气热时并不是说不
能吹空调， 关键是要科学。
空调温度以 26℃最合适 ，
舒服且不易生病 。 最好让
出风口朝上 ， 多开除湿功
能 。 保持 2 小时开窗通风

一次。 身上有汗的时候不急
着进空调房。 在办公室常备
生姜红糖水， 感觉身体发冷
时， 或肚子隐痛、 关节肩颈
酸痛时， 喝一杯热乎乎的，
暖身驱寒 。 在空调房呆了
一天， 晚上回家用艾叶生姜
煮水好好泡个热水澡或者
泡脚， 泡到身体微微出汗。

老话说： 冬吃萝卜夏吃
姜， 是有道理的。 晒干的生
姜能够唤回身体里的阳气，
有疏通经脉 、 暖肺和化痰
的功效。 脾胃虚寒和严重的
阳虚以及肺寒 、 咳嗽 、 气
喘、 身体寒冷、 后背寒冷却
可以服用。

除此之外， 想要提升阳
气还可以选择丽轩堂生命
养护中心的扶阳项目 ， 今
年推出来的爆品———颐脉
通 ， 外用扶阳罐提升人体
阳气， 内服中药汤剂辅助调
理 ， 让你的阳气蹭蹭往上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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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难治性胃痛方
取百合 50 克， 丹参 30 克， 乌

药 15 克， 檀香 5 克 （后下）， 砂仁 3
克， 高良、 香附各 10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15 天为 1 疗程。

治细菌性痢疾方
取白芍、 黄芩各 9 克， 甘草 3

克 、 广木香 6 克 （后下 ）， 水煎 3
次 ， 混合药汁 ， 分 3 次饭前温服 。
每天 1 剂， 一般 3~4 剂可痢止， 腹
痛而愈。 治疗期间忌食鲤鱼。

治急性乳腺炎方
取黄栀子、 连翘、 当归、 赤芍

各 12 克， 黄连 3 克， 紫花地丁、 蒲
公英各 30 克， 黄柏、 没药、 制乳香
各 10 克， 柴胡 6 克。 水煎 3 次混合
药汁， 分 3 次饭后服。 一般 2~3 剂
后体温降， 疼痛减， 乳房红肿明显
缩小， 连续 3~4 剂可治愈。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文杰 献方

������全蝎、 蜈蚣、 地龙为虫类熄风止痉
中药， 三者性善走窜， 入足厥阴肝经，
皆有较强的熄风止痉、 通痹止痛作用，
因此应用于肝风所致的病症， 疗效非
常显著。 在临床上， 具体而言， 三者功
效还是有所区别的。

全蝎、 蜈蚣， 味辛有毒， 二者不仅
擅长熄风止痉 ， 除痹止痛， 且还有解
毒散结之效， 功用大致相同， 但全蝎
熄风止痉之力不及蜈蚣， 疏络止痛作
用强于蜈蚣， 对痹症所致的关节变形、
拘挛不利者， 全蝎效果更佳。 而蜈蚣
性温， 力猛而性燥， 搜风定痉之力强，
对角弓反张、 痉挛强直而偏于风寒者，
更为适宜。 蜈蚣还善解蛇毒。

地龙咸寒体滑， 其熄风止痉之力较
弱， 但清肝热之力较强。 故临床用以治
疗高热所致的谵语烦躁， 以及惊痫痉
厥之证， 最为适宜。 由于地龙性善走
窜， 还有通络止痛疗痹的作用， 用治
风湿痹痛， 不论寒证热证， 凡疼痛剧
烈者， 效果非常好。 此外， 本品入肺
经， 有清肺热而平喘， 下泄实热而利尿
的作用。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药剂科
主管中药师 吴一振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针灸科
主任医师刘明说， 这两个穴位很
好找， 内关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
上两寸， 在两条筋之间， 属于手
厥阴心包经； 外关穴位于手腕背
侧横纹上两寸 ， 尺骨与桡骨之
间， 与内关穴相对， 属于手少阳
三焦经。 心包经和三焦经是互为
表里的两条经脉， 所以内关和外
关在治疗疾病时可相得益彰、 相
辅相成。 两穴相配， 一阴一阳，
不但联通了所属的两条经脉， 且
还能达到调节人体阴阳、 气血的
作用。 在治疗多种疾病时， 取此
双关穴， 可收到较好的作用。

心慌胸闷 当突然出现心慌、
胸闷、 气短症状时， 可紧急按压
内关穴、 外关穴来治疗。 将拇指
置于左手内关穴， 中指、 食指放
在外关穴上， 同时按压， 当有酸
胀感向上达肘部、 向下达腕部，
同时有上下双向传导时， 治疗效
果最佳 。 按压穴位时需全身放
松， 均匀呼吸， 一般按压 3~5 分
钟后， 心慌、 胸闷症状可缓解。

刘明说， 这种按压方法对心
脏还有保健作用， 进行保健按压
时每次持续约 30 秒， 然后再缓

缓放起， 反复 20 到 30 次， 每天
不定时的经常按压， 能舒缓疼痛
症状， 解除疲劳。

呕吐 治疗中暑、 晕车等导
致的恶心、 呕吐。 把拇指立起来，
放到外关穴上， 食指和中指并到
一起， 放在内关穴上， 进行上下
相应的用力按压， 每次 3 分钟，
两手交替按压。 当按到感觉疼痛，
且痛感一直窜到手背时， 说明穴
位位置和按压力度合适、 止吐效
果好。 另外， 还可以找一块新鲜
生姜， 切成 5 分硬币大小的块，
于坐车半小时前放在内关穴上，
用胶布固定， 感觉恶心时， 可按
上述方法按揉内关和外关穴。

落枕 坐在椅子上， 用拇指
按压患侧内关穴， 同时中指或食
指抵住外关穴， 掐压 1~3 分钟，
力量由轻至重， 使压力从内关深
透外关， 有酸、 麻、 涨、 热感沿

手臂上传。 在掐压过程中， 要左
右旋转、 前屈、 后仰等自由活动
颈部， 每隔 3 小时按揉一次， 一
般连续按揉 2~3 次即可。

失眠 平躺于床上， 将中指
和拇指分别置于外关穴和内关穴
上， 用力按压 3 分钟， 感觉有酸
胀感即可， 双手交替进行。 在自
我按摩的过程中， 动作一定要柔
和， 且以睡前 2 小时按摩为最佳，
每日一次， 长期坚持， 效果明显。

呃逆（打嗝） 用左手的拇指
尖按压右内关穴上， 左手食指压
在同侧外关上 ， 按捏 10～15 分
钟， 每日 2～3 次； 再用右手按压
左侧的穴位， 反复操作即可。

刘明提醒， 给婴儿按压时，
注意不要损伤其娇嫩的皮肤， 必
要时可用婴儿粉、 润肤油等涂于
按摩部位。

陈锦屏

������年过花甲的姜先生长期被肢体震颤
困扰。 10 年前， 姜先生先出现左上肢
颤动， 后又波及对侧肢体， 还伴情绪不
稳、 心烦不宁、 咽干喉燥、 燥热汗出、
夜睡不安等症状， 病情呈进行性加重，
直至连日常起居活也受到影响， 起床、
刷牙、 吃饭、 如厕等都有困难。

到医院检查时， 医生发现姜先生双
手平举可见严重抖动， 不能写字， 舌质
暗红， 舌苔白厚， 脉弦细。 医生认为，
人至老年， 五脏皆亏， 以肝肾之阴亏虚
为最甚， 从而导致震颤发作。 姜先生是
颤证中的阴虚阳亢之证， 治疗以补益肝
肾、 平肝熄风为主， 方选天麻钩藤汤加
减治疗。

方药中的天麻、 钩藤、 石决明平肝
熄风； 杜仲、 桑寄生补益肝肾； 川牛膝
通筋活络， 并辅以补肾 ； 黄芩清肝降
火， 茯苓祛湿安神。 同时， 考虑到患者
久病体虚， 方中加上首乌藤来补血安
神， 加珍珠母重镇安神； 由于患者血瘀
之证明显， 又通过川芎来活血化瘀； 最
后， 加厚朴行气， 以改善患者长期精神
紧张导致的气滞现象。 服药后复诊， 患
者震颤症状及精神状态明显改善。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马云枝

全蝎、蜈蚣、地龙
三种熄风止痉药
应用有区别

肝肾两虚引发震颤
天麻钩藤汤加减

久吹空调伤阳气 颐脉通助养阳

心慌胸闷 失眠落枕

内关外关同按 治疗效果佳
�������生活中， 当您突然出现心慌、 胸闷、 呕吐， 或是失眠、 落枕、 腰
肩疼痛， 而身边又没有药物时， 请不要慌张， 不妨按压手腕上的两个
穴位———内关穴和外关穴， 很快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