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肿是因肺脾肾对水液宣化输布功能
失调， 使体内水湿滞留， 泛溢肌肤所致，
以头面、 四肢、 腹部， 甚至全身浮肿为主
要临床表现。 现代医学中的急慢性肾炎、
肾病综合征、 糖尿病肾病等出现浮肿症状
均可辨证为水肿 （证） 病。

中医认为， 水肿者可分为阳水和阴水，
两者的用药及护理有所不同。 阳水兼风者，
中药汤剂不宜久煎， 宜热服； 阴水证者宜
温服。 但不论是阴水还是阳水， 都可以采
用中药熏洗法。

中药熏洗主要是用中药煎汤， 先趁热
在患处熏腾， 待药液不烫后再用药物淋浴
或浸浴的一种治疗方法， 可使人体经脉流
畅， 腠理疏通， 营卫御强， 从而达到活血
化瘀， 消除水肿， 驱除病邪之目的。

药物组成 ： 大黄 30 克 ， 冰片 10 克 ，
千里光 30 克， 荆芥 30 克 ， 有清热养血 、
养阴祛风之功效。 病程长且皮肤干燥、 发
黑、 发硬者， 可酌情加入熟地黄、 当归，
以达到活血滋阴的功效。 患者在熏洗过程
中皮肤受热后局部温度升高， 可致微小血
管扩张， 增加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 有利
水肿的消散。

肾脏内分泌内科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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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适宜技术

△起居
《黄帝内经 》 中曾指出 ：

“冬三月 ， 无扰乎阳 ， 早卧晚
起， 必待日光”。 意思是说， 冬
季养生最要顺应避藏， 避寒藏
暖， 就要早卧晚起。 “冬夜伸
足卧 ， 一身俱暖 ” 以 “养藏 ”
阳气。 人们要适当早睡， 早晨
不宜起得太早， 时间允许的话，
最好等太阳升起， 阳气生发时
再起床 ， 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
有利于阳气潜藏。 同时， 应该
避免熬夜， 因夜间气温低， 寒
气易侵袭人体致病， 尤其是老
人与小孩， 尽量在 10 点前上床
睡觉。

其次， 立冬后气温低， 要
注意保暖防寒， 尤其要特别注
意头颈部、 腰背部和下肢的防
寒保暖， 外出时要穿着舒适保
暖的衣服， 可戴上帽子、 手套
及围巾； 坚持每晚用温水 （最
好加入少许生姜、 花椒等） 泡
脚， 可加速下肢及全身的血液
循环， 有利于温阳祛寒。

△饮食
中医认为， 立冬后饮食应

以 “黑” 为主， 如黑豆、 黑芝
麻、 黑米、 黑木耳、 发菜、 海
参等， 这些黑色食物富含蛋白
质、 脂肪、 氨基酸、 维生素以

及人体所必需的钙 、
铁、 锌、 硒等矿物质，
对人体健康有益。

同时在饮食上要
少食寒凉食物 ， 多吃
温性 、 热性 ， 尤其是
具有温补肾阳作用的食物， 如
羊肉、 牛肉、 生姜、 韭菜、 桂
圆等； 同时还要适当进补一些
有健脾养胃或补益肝肾作用的
食物 ， 如莲子 、 芡实 、 大枣 、
燕窝、 银耳、 猪肝、 木耳、 黑
枣、 芝麻、 黑豆、 猪脊、 海参、
龟肉、 甲鱼、 鲍鱼等。

△情志
古人云： “冬三月……人

当闭精塞神， 以厚敛藏。” 意思
是说， 立冬后， 人的精神应该
有所敛藏， 保持精神安宁。 冬
季阳气蛰伏， 为保证阴阳平衡
调和， 首先要求精神内守， 情
绪平和， 不大喜大悲， 不惊动
阳气 ， 使人体阳气伏藏内敛 ，
养精蓄锐， 有利于开春时阳气
的生腾发越。

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
大多与情志密切相关， 如高血
压、 冠心病等， 所以， 安定神
志、 心情舒畅还可以预防这些
疾病的发生。 在冬季可培养一
些修身养性的爱好 ， 如养花 、
练字、 听轻音乐、 看书等。

△运动
阳气是万物生长的根本 ，

因此， 冬季不能因为天气寒冷
就把自已关在屋子里， 人体要
适当感受天地间的寒凉之气 ，
走到室外 ， 激发身体的潜能 ，
提高身体免疫力。 立冬时锻炼
不可少， 适量的运动可增强身
体抵抗力来抵挡疾病的侵袭 ，
但运动前应热热身， 如伸展肢
体、 慢跑、 轻器械的适量练习，
使身体微微出汗后， 再进行高
强度的健身运动； 运动后要及
时穿上衣服， 以免着凉。

冬季运动时需注意以下几
点： 1. 运动出汗后及时更换衣
物， 避免寒湿之邪侵入体内 ；
2. 运动前要 做好热身准 备 ，
因气温低， 身体的韧带弹性和
关节的灵活性都降低， 容易发
生运动损伤 ； 3. 锻炼时间最
好安排的天气晴朗的上午或下
午， 也可在室内进行， 以免受
凉感冒。

主任医师 陈其华

������很多癌症患者到了疾病晚
期 ， 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
会选择中药进补 ， 但是 ， 中
药进补也是有讲究的 ， 滥补
反而容易伤身。 恶性肿瘤是特
殊的慢性消耗性疾病， 需长期
调理 ， 进补应本着 “适合 、 适
度 、 适量 ” 的原则 ， 遵循四
时养生理论 ， 讲究科学性和
时效性。

中医强调 “药食同补”， 应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正确使用
食疗。 有些肿瘤患者感觉体虚
乏力 ， 就以为是肾虚 、 气虚 ，

加之各种养生广告宣传保健品
可防癌抗癌、 延年益寿， 经常
自行服用各种补品 ， 如人参 、
鹿茸、 冬虫夏草等。 但是， 并
非所有的人都需要 “进补”， 尤
其是脾胃虚弱的老年人， 如果
大量服用阿胶、 龙眼肉等滋腻
补品 ， 反而致使消化力减弱 ，
引起腹胀腹痛、 食量减少等症
状； 再如一些患者本身蛋白质
指数是正常的， 完全没必要补
充， 多余的蛋白反而会加重肾
脏的负担。

此外， 药膳食疗虽然可以

作为辅助手段全程贯穿肿瘤治
疗的每个阶段， 但需要根据患
者所患疾病、 分期治疗与体质
情况辨证施膳， 才能改善患者
的营养状况 ， 提高抗病能力 。
选择抗癌食物， 力求有的放矢。
最佳营养来源是包含不同种类
食物的均衡饮食， 前提是摄入
保证足量的热量、 蛋白质和维
生素， 平素多饮水、 多食用新
鲜蔬果。 建议进补时荤素搭配，
合理忌口和安排膳食时间， 保
证食品卫生。

肿瘤科 李菁

������贫血是指单位容积血液中红细胞数或
血红蛋白浓度低于正常值的现象， 它并非
是一个具体的疾病名称， 而是由多种不同
的病因引起的一个常见症状， 成年男性血
红蛋白低于 120 克/升， 女性低于 110 克/升
时， 均可视作贫血。

现代医学认为， 引起贫血主要有三方
面原因， 一是红细胞生成减少； 二是红细
胞破坏过多； 三是失血性贫血。 轻度贫血
可无明显症状， 或仅有轻微的疲倦乏力 、
头晕眼花、 耳鸣、 记忆力下降、 精神不集
中等； 中度贫血可引起呼吸、 消化、 循环
系统异常， 表现为心慌气促 、 食欲不振 、
恶心呕吐、 腹胀、 口角炎等； 重度贫血可
引起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或有肾功能改变。

中医认为 ， 贫血属于 “血虚 ”、 “虚
劳” 范畴。 血是在心气推动下循环于脉道
之中以营养全身的红色液体， 它内注五脏
六腑， 外滋四肢百骸， 是维持生命的重要
物质。 水谷精微是造血的原料， 食物经过
胃的受纳腐熟， 化生精微， 由脾升清至肺，
合天地清气， 在心 “变化为赤” 即是血。

贫血的治疗既要体现辨证论治的基本
精神， 又要遵循相应的原则： 第一， 辨明
标本， 急则治其标 ， 缓则治其本 ； 第二 ，
补其不足， 贫血属正虚， “虚则补之”， 可
选用香砂六君子汤、 当归补血汤、 归脾汤、
左归丸等方剂， 或在有经验临床医师指导
下选用适当中成药和膏方。

总之， 贫血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独
立的疾病， 出现贫血症状时， 应明确贫血
的严重程度和引起的病因， 根据其严重程
度和病因采取相应治疗， 病情重时给予输
血， 病情轻或病情由重转轻时可中西医结
合治疗。

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 江劲波

治疗贫血 中医有方■中医与养生

中药熏洗消水肿

养生重“收藏”

癌症患者进补应“适合、适度、适量”

������冬季是万物收藏， 人体阳气渐收、 阴气渐
涨的时期， 正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记
载： “立， 建始也。 冬， 终也， 万物收藏也”，
此时的养生要点在于养阳藏阳， 补肾藏精， 养
精蓄锐， 具体可以从起居、 饮食、 情志、 运动
等方面加以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