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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本草（24）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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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又名薏苡仁 、 苡米 、 苡
仁 、 薏米、 起实、 薏珠子、 草珠
珠、 回回米、 米仁、 六谷子等， 是
禾本科草本植物薏苡的种子， 色
白， 珠状， 头略尖稍具心形， 主要
生于屋旁、 荒野、 河边、 溪涧或阴
湿山谷中。

《后汉书·马援传》 中曾记载：
“南方薏苡实大。 援欲以为种， 军
还， 载之一车……及卒后， 有上书
谮之者， 以为前所载还， 皆明珠文
犀。”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曾经率领军
队平定南疆叛乱， 打到交趾 （今越
南北部） 的时候， 士兵们被瘴气侵
袭， 不少人患了病卧床不起， 无法
继续打仗。 马援经过多方询问， 决
定采用当地民间方法， 用薏苡入药。
一来二去， 果然治好了士兵的疾病。

因为薏苡可以避免瘴气侵袭，
疗效显著， 马援在率领军队返回时

京城时， 把薏苡满满装了一车， 本
想回去自己种植， 以备不时之需。
谁知京城里的人从没见过薏苡仁，
还以为是满车的奇珍异宝， 明珠
文犀。 马援死后， 便有人不停地上
书诽谤马援， 光武帝大怒， 把封马
援为新息侯的大印都追收回去了，
马援的家属也不敢将他的灵柩运
回家乡唁。 一代名将， 死后竟落得
如此凄凉。

因为这件事， 后来便衍生出
“明珠薏苡” 这个成语， 比喻被人诬
蔑， 蒙受冤屈。 时代诗人贝琼曾写
道： “ 明珠薏苡无人辨， 行李归来
莫厌穷。” 白居易也曾写道： “侏
儒饱笑东方朔， 薏苡谗优马伏波。”

薏苡仁为常用的利水渗湿药，
味甘淡， 性凉， 有利水渗湿、 清热
排脓、 除痹止痛的功效， 可治疗小
便不利、 水肿、 脚气、 肺痈、 肠

痈、 风湿痹痛、 筋脉挛急等症。 不
仅如此， 薏苡仁还有瘦身、 美白的
功效， 是一种美容食品， 常食可以
保持人体皮肤光泽细腻， 消除粉
刺、 斑雀、 老年斑、 妊娠斑、 蝴蝶
斑等， 对脱屑、 痤疮、 皲裂、 皮肤
粗糙等都有良好疗效。

南方夏天暑热， 湿热难耐， 这
时煲一锅薏苡粥， 或者做薏苡冬瓜
水鸭汤， 都极清淡开胃， 可达到祛
湿解暑、 瘦身纤身的效果。 北宋时
期的苏轼不仅是位著名的文学家，
还是位中医药学家， 他懂医理， 知
晓养生之道， 他曾把收集的方剂著
成方书 《苏学士方 》 、 《圣散子
方》， 一生写出了不少有关中药材
的诗词。 苏轼曾写诗这样称赞薏
苡仁： “不谓蓬狄姿， 中有药与
粮， 春为芡珠园， 炊作菰米香。”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觅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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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石头亦良药（18）

������取连翘 60 克， 炒焦煎水
服 ， 或研末冲服 ， 每次 10
克， 每日 3 次。 对各种原因
所致的呃逆， 均有良效。

治鼻血验方
每天将 3~5 个藕节洗净，

煎煮 2 次， 每次煎 30 分钟，
将 2 次获得的药汁混合后当
茶饮用， 3~5 天就会有明显效
果。

������黑芝麻 、 核桃仁各 250
克， 白砂糖 50 克。 先净黑芝
麻、 核桃仁炒熟， 同研为细
末， 加入白糖， 拌匀后装瓶
备用 。 每日 2 次 ， 每次 25
克， 温开水冲服， 对各型骨
质疏松症均有效。

江西省彭泽县中医院
刘国应 献方

������石蟹又名蟹化石 、 大石蟹 、
灵石蟹、 石螃蟹， 为古生代节肢
动物弓蟹科石蟹及其近缘动物的
化石， 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还含
锰、 铝、 钛等 20 余种微量元素。
挖出后， 去尽表面附着泥土， 洗
净， 干燥， 捣碎或碾成粉末即可
入药； 取净石蟹置适宜的容器内，
用大火加热， 煅至红透， 取出放
凉称为煅石蟹； 净石蟹煅至红透
后趁热投入米醋中淬酥， 取出晾
干， 捣碎或碾成粉末， 称为醋淬
石蟹。

石蟹性寒味咸， 无毒 ， 有清
热利湿、 消肿解毒、 去翳明目的
功效 ， 可用于湿热淋浊 、 带下 、
喉痹、 痈肿、 漆疮、 青盲、 目赤、
翳膜遮睛等症的治疗。 石蟹可用
水磨汁内服 ， 常用量为 6~9 克 ；
或入丸、 散； 亦可取适量， 研细
点眼； 或以醋磨涂外用。

退翳明目， 去肝热， 可取石
蟹 、 牛膝各 90 克 ， 地骨皮 、 枳
壳 、 防风各 30 克 ， 破故纸 、 甘
草、 木贼、 枸杞、 菊花、 生地各
15 克， 共为细末， 炼蜜为丸如梧
桐子大。 每服 20 丸， 热汤送下。
治喉痹： 石蟹， 冷水磨饮之， 兼
涂喉上。 治妊娠子淋， 日夜频数
涩痛： 石蟹 （碎） 一枚， 乳香 0.3
克， 滑石 45 克， 共研细末为散，
每服 6 克， 煎灯心汤调下。 注意：
孕妇忌服， 体虚无热者慎用。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曾经有一位母亲带着刚满一岁
的孩子找到 我 ， 忧 心 忡 忡 地 说 ：
“孩子自落地身体就弱， 很容易咳嗽
感冒， 一直是医院的 ‘常客’。” 我
检查后发现孩子咳嗽主要是因为先
天体质弱， 免疫力低下的原故， 于
是我采用一系列推拿手法， 如 “清
肺经”、 “清天河水”、 “按揉大椎”
等。 治疗的过程中， 孩子不哭不闹，
做完后马上就不咳了。 后来， 我还
教给这位母亲很多推拿手法， 嘱咐
她只要一有空就可以给孩子按捏 。
没想到， 自那以后， 孩子就很少感
冒咳嗽， 孩子母亲很感谢我， 说头
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 那
么， 究竟这些特殊的推拿手法有什
么作用， 可以代替哪些药物呢？

推三关， 可以代替麻黄、 肉桂等
药物， 有发汗散寒之功。 如果孩子不
慎受凉感冒了， 不要第一时间想到感
冒药， 不如给孩子推三关， 以激发自
身的抗病能力。 具体操作： 前臂桡
侧， 从腕横纹推向肘横纹， 推到手臂
微微发红。 这时， 孩子会微微出汗。

退六腑， 可以代替滑石、 羚羊
角等中药， 退热作用非常好。 我曾
碰到一个高热的 4 岁小女孩， 体温
39℃， 脸蛋烧得通红， 打了点滴也没
退下来， 我就给她退六腑， 推了 500
次 ， 孩子安 静 下 来 ， 复 查 体 温 ，
37.6℃， 立竿见影。 具体操作： 前臂
尺侧， 由肘横纹推向腕横纹。

清天河水， 可以代替黄芩、 黄
柏、 连翘等中药， 有清热解毒之功。
天河水这个名字 ， 一听就有一种
“透心凉” 的感觉， 而它的功效也和
名字一样。 具体操作： 天河水位于
手臂内侧正中， 由腕横纹推向肘横
纹称为清天河水。

清脾经可以清脾胃里的热毒 。
脾经位于大拇指， 直线推动为清脾
经。 脾胃有热的孩子一般都很贪吃，
饭量大 ， 但不见胖 ， 反而很消瘦 ，
因为吃进去的东西不吸收， 清脾经
可以消除这一病症。

大肠经位于食指， 由指尖推向
虎口称为 “补大肠 ”， 相当于吃诃
子、 炮姜， 有温肠止泻功效， 可治
疗腹泻。 反之， 从食指虎口推向指
尖， 称为 “清大肠”， 有清热通便的
作用， 效果如吃大黄、 枳实等， 可
治疗便秘。

肺经位于无名指， 由指根推向
指尖称为 “泻肺经 ”， 相当于吃桑
皮、 桔梗， 有宣肺清热的作用； 相
反， 如由指尖推向指根， 称为 “补
肺经 ”， 效果等同于五味子 、 款冬
花， 有补肺止咳的功效。

小指为肾经， 强肾益精的效果
不比吃杜仲、 地黄差。 先天不足的
孩子经常推小指面就可以填补肾气，
弥补先天不足， 增强体质。

浏阳市中医医院康复科
治疗师 吉微

清肝明目话石蟹

推拿用得好 不比吃药差
������中药有四性———寒、 热、 温、 凉， 而推拿中的推、 拿、 揉、 掐四种手法正好可与中药
四性相对应， 可以说， 推拿用得好， 就相当于用药。

送杨九思赴广西都尉经历·贝琼

梧桐夜雨词凄绝， 薏苡明珠谤偶然。
明珠薏苡无人辨， 行李归来莫厌穷。

明珠薏苡无人辨，行李归来莫厌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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