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子理中汤加味
以燥制燥治口渴

������71 岁的黄先生发现口渴 1 年多， 经间
断治疗效果不佳。 主要表现为口渴， 伴全
身乏力、 畏寒、 腹胀、 纳差、 便溏、 舌苔白
腻、 脉濡滑等症状。 笔者诊查发现， 黄先生
证属脾肾阳虚， 痰湿内停， 治当温肾健脾，
祛痰除湿。 方用附子理中汤加味。

选制附片、 党参、 藿香各 10 克， 焦白
术、 苍术各 12 克， 干姜、 陈皮、 石菖蒲、
炙甘草各 6 克， 茯苓 15 克， 水煎， 每日 1
剂， 分 3 次服用。 服药 5 剂， 患者口渴症状
略减， 稍觉有力， 腹胀、 便溏减轻， 饮食好
转， 仍怕冷。 上方加肉桂 3 克， 砂仁 6 克，
7 剂后口渴症状基本消除， 其他症状好转。
继上方 5 剂巩固之。

笔者认为， 燥者润之， 本为治之大法，
于此则大谬矣。 《内经》 记载： “饮入于
胃， 游溢精气， 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 上归
于肺。” 由此可知， 水和精气之输布， 尤在
脾之运化。 然而， 脾之健运， 全依赖于肾
之温煦， 尤其是年事已高之人， 脾肾阳气
已亏， 中焦湿浊难化， 蕴湿生痰， 痰聚于
肺则不能为脾散布津液 ， 津液不能上潮 ，
故口渴也 。 本案以附子理中汤温补脾肾 ，
加石菖蒲 、 苍术 、 藿香等燥药祛痰除湿 ，
则肾阳旺， 脾胃健， 痰浊化， 口渴除。 此古
人以燥制燥之法， 实治病求本之理也。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医院 何钱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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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终端综合征是
指患者因长期盯着各种
屏幕终端 ， 包括电脑 、
电视、 手机等而引起的
眼红肿 、 眼疼痛 、 眼
胀、 眼部有异物感、 视
物模糊及刺激性流泪等
症状。 个别病情严重者
还会出现眼睛刺痛、 流
泪不止以及严重的睁眼
困难。 湖南省脑科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范瑜
洁介绍， 临床上可使用
简易的中医药疗法治疗
屏幕终端综合征， 效果
显著， 现在介绍如下。

处方： 决明子 3克，
万寿菊 2 克， 空青粉 1
克。 上方用水煎 10分钟。

疗法： 取药液上面
的清液冲洗眼睛， 中间
部分内服； 剩下的药液
用于足浴。 病情轻者每
日 1 次， 重者可以每日
2 次。 笔者发现， 应用
该疗法 1~3 天， 患者的
眼部症状基本缓解， 三

五天内痊愈。 治疗过程
中， 患者未出现明显不
良反应。

对于屏幕终端综合
征的治疗， 目前眼科临
床尚未有疗效特别的药
物， 对症下药可缓解症
状。 方中决明子可治疗
目赤疼痛、 多泪、 目昏
青盲； 万寿菊富含眼睛
组织所需要的多种营养
元素； 空青为历代中医
药学家所极力推崇的治
疗眼病圣药， 被列为营
养药物之上品， 含有眼
睛正常运转所需要的
铜、 锌等多种微量金属
元素。 用药液上面的清
液冲洗眼睛， 是将药物
直接作用于疾病部位 ，
属于局部治疗 ， 为治
标； 内服和足浴是五脏
和经络的调理和治疗 ，
是整体治疗 ， 为治本 。
标本兼治 ， 相得益彰 ，
疗效肯定。

刘莉

������小儿便秘是一种很常见的
病症， 有些家长遇到这种情况
总会让孩子多喝水， 但病情并
不能缓解 ， 反而可能更严重 。
这是为什么呢？ 临床可见， 大
多数宝宝便秘， 实证主要因饮
食而起， 证见大便干结， 便质
干硬 ， 形似颗粒 ， 面赤身热 ，
口臭， 唇赤， 小便黄， 胸胁痞
满， 纳食减少， 腹部胀， 苔黄
厚， 指纹色紫。 治疗应顺气行
滞， 清润通便； 虚证表现为面
色白光白无华， 形疲乏力， 大便
努挣难下， 便质不干， 舌淡苔
薄， 指纹色淡。 治疗应益气养
血， 开塞通便。

饮食不当引发小儿便秘具
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1.�饮食量少的原因 婴儿饮
食量少， 饮食中糖量不足， 均
可以造成消化后残渣少， 大便
量少。 饮食中蛋白质含量过高
使大便呈碱性， 干燥， 次数减
少。 食物中含钙多也会引起便
秘， 如牛奶含钙比人奶多， 因
而牛乳喂养比母乳喂养发生便
秘的机会多。

2.�饮食结构的原因 膳食纤
维， 摄入不足， 因为很多小孩
不爱吃蔬菜， 喜欢高脂肪、 高
胆固醇的食品， 一些缺乏健康
知识的家长又不知道引导， 这

样造成肠胃蠕动缓慢， 消化不
良， 食物残渣在肠道中停滞时
间过久， 从而引起便秘。

3.�饮食习惯的原因 由于生
活没有规律或缺乏定时排便的
训练， 或个别小儿因突然环境
改变， 均可出现便秘。

中医小儿推拿法能有效防
治小儿便秘， 甚至能治愈严重
便秘 ； 是一种中医自然疗法 ，
没有毒副作用， 治疗中避免了
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或毒性反
应， 同时也纠正了药物因剂量
不适而对患者身体所造成的不
良反应或危害。 整体而言， 小
儿推拿治疗便秘安全、 不易反
弹， 见效快、 疗效好。 下面介
绍具体的穴位和步骤：

1.�清大肠 大肠穴位于食
指桡侧缘 （靠拇指那一侧）， 操
作时由虎口直线推向食指尖 ，

100~300 次。 （注意： 反方向由
指尖到虎口为补大肠， 可治疗
虚汗腹泻、 脱肛）。

2.�按揉膊阳池 这个穴位在
手背面腕中点向后 3 寸 （宝宝
四个手指并拢的宽度， 代表孩
子的 3 寸）， 用拇指端按揉 50~
100 次。

3.�摩腹 用手掌或三指在肚
脐为中心的腹部按摩 5 分钟左
右， 顺时针方向， 切勿按压肚
脐。 （注意： 顺时针消食通便，
逆时针则是止泻）。

要注意的是， 运用小儿推
拿法需由有资质的医生进行操
作。 孩子便秘是较常见的疾病，
如果宝宝出现这种情况， 妈妈
不必着急， 也可在医生指导下
学习， 未学习者不能随意操作。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推拿科主任 王鹏

治窦性心动过速方
炙甘草、 五味子各 6 克， 麦冬 9 克，

党参 12 克， 淮小麦 15 克， 牡蛎 30 克，
红枣 5 枚。 水煎服， 每日 1 剂， 7 剂为 1
个疗程。 一般服药 2~3 个疗程， 效果显
著。

治腰腿痛验方
黄芪 30 克， 党参、 茯苓、 杜仲、 补

骨脂、 淫羊藿各 15 克， 白术 20 克， 白
芍 6 克， 煅乳没各 10 克。 水煎服， 每
日 1 剂， 5 剂为 1 个疗程。 一般服药 2~
3 个疗程可愈。

治肛裂验方
当归、 生地各 15 克， 火麻仁、 桃

仁各 12 克， 甘草 3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分早晚 2 次温服。 5 天为 1 个疗程，
一般服药 2~3 个疗程可愈。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冬季气候干燥， 不少人出现了嗓子干
痛、 声音嘶哑、 说话有气无力的症状。 另
外， 不当饮食及不良的用声习惯也是引发咽
喉不适的重要因素。 润喉开音， 除了要多喝
水、 多休息， 也可煲一款清热化痰、 利咽清
音的汤。

取胖大海 1 个、 猫爪草 20 克、 鹧鸪 2
只、 瘦肉 100 克、 蜜枣 2 个、 姜 3 片； 先将
鹧鸪洗净、 切块， 飞水后捞起； 胖大海、 猫
爪草洗干净待用； 瘦肉切成小块。 上述材料
一起放进锅里， 加水 2.5 升， 大火煮沸后转
小火煲两小时， 调味后饮汤吃肉。

胖大海是汤方中的主药， 其味甘淡， 性
微寒， 归肺、 大肠经， 有清热解毒、 化痰利
咽、 清肺润肠的功效， 是利咽开音的良药，
常用于肺热声哑、 干咳无痰、 咽喉干痛、 热
结便秘、 头痛目赤等。 猫爪草味辛苦， 性
平， 归肺、 肝经， 能化痰散结、 解毒消肿、
疏风散热， 善治咽喉不利、 瘰疬痰核、 疔疮
肿痛等症状。 鹧鸪肉味甘性平， 入脾、 胃、
心经， 在肉类中不但味道偏甘， 能健脾补虚
益五脏， 中和猫爪草的苦味， 更有消积散
结、 化痰去疳的功效。 瘦肉滋阴润燥、 健脾
补胃。 蜜枣有清心润肺的作用， 常与味苦涩
的药材、 蔬菜和肉类搭配使用， 既调和药
性， 又使汤味甘醇。 本方食材相得益彰， 清
肺热， 润喉吻， 开音利咽， 化瘀散结。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皮肤科
主任中医师 罗文峰

嗓子哑
胖大海猫爪草煲鹧鸪

治小儿便秘
中医推拿法安全有效

看电脑、 手机眼胀视物模糊

中医标本兼治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