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是我国农历的鼠年。 中
药中有不少带 “鼠” 的药， 大家不妨
来了解一下。

鼠曲草 为菊科植物鼠曲草的全
科。 性平味甘酸。 功能： 化痰止咳、
祛风除湿、 解毒。 对高血压治疗有
效。

鼠李皮 为鼠李科植物达乌里鼠
李和冻绿的树皮。 性寒味苦。 功能：
疏散风热、 宣肺透疹、 清利咽喉、 解
毒消肿。

鼠李 为鼠李科植物达乌里鼠李
和冻绿的果实。 性凉味苦甘。 功能：
清热解毒、 祛痰止咳。 此药易发生中

毒， 中毒时用茶叶即解， 重者洗胃催
吐。

鼠妇 又称地虱， 普通卷甲虫或
潮虫科动物鼠妇的全体。 药性凉味酸
咸。 功能： 破瘀消癫、 利水通淋。 现
代研究用于食管炎、 贲门癌、 术后疼
痛有很好的效果。

鼠尾草 又名乌草、 水青， 其
花、 叶可入药。 鼠尾草味苦、 微寒，
无毒。 《本草纲目》 说它 “主治鼠瘘
寒热， 下痢脓血不止。 白花者主白
下， 赤花者主赤下”。 以鼠尾草、 地
榆各 30 克， 水煎服， 对长期便血不
愈者有良效。

鼠粘子 中药学名牛蒡子， 为菊
科二年生草本牛蒡的干燥成熟果实。
功能： 疏散风热、 解毒透疹、 利咽散
结。 可用于外感风热、 咳嗽咯痰、 咽
喉肿痛； 又可用于麻疹初期疹出不畅
及风热发疹。 现代多用于治疗热毒疮
肿及痄腮 （流行性腮腺炎） 等病症。

鼠肉 我国医书和药典均有记
载， 《本草纲目》 载： 鼠肉， 甘、
平、 无毒。 功能： 补中益气、 养阴除
湿、 解毒、 杀疳露 （小儿寄生虫）、
治痨瘵 （肺结核）、 止消渴 （糖尿
病）、 益肺胃气、 化痰解毒。

杨吉生

鼠年话“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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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外
出旅游或走
亲访友时 ，
如果突然出
现胃痛， 或
心脏疼痛 ，
身边又没有药， 这时可以按压两侧
的内关穴缓解， 同时根据情况拨打
120 或去医院就诊。

取穴 内关穴位于人体的前臂
掌侧， 把手掌向上平放， 然后用另
一只手的食指、 中指、 无名指放在
腕横纹上， 这三个手指的两根筋中
间为内关穴。

方法 可以请别人按， 也可以
自己按压。 按的时候要使劲， 使劲
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酸麻胀感
一直向腋窝传导， 有一些敏感的人
甚至可以感觉到胃脘部或心脏部位
立刻就有感觉， 疼痛就可以得到缓
解。 特别是有心脏病史的人， 如果
心脏不舒服， 内关穴是急救穴， 可
以边按内关穴， 同时拨打 120 急救。

提醒 如果按压内关穴后还是
没有缓解， 一定要紧急就医以免耽
误病情。

黄雅慧

吃多了肠胃难受
中医药来调理

旅途中突发胃痛
按内关穴缓解

�������新春佳节， 家人、 亲朋团聚， 面对各种
美味佳肴， 难免会吃多喝高， 加上零食糕
点水果， 不知不觉间就超出了肠胃所能接
受的范围， 易引发各种不适。 下面教大家
用几种简单的中医药方法来调理。

消化不良

吃得太多 ， 容易引发消化不
良， 也叫积食或伤食。 这时会感觉
肠胃难受， 胃胀反酸、 恶心没胃
口， 还有口气、 口臭。

中药调理
1.主食吃太多， 可用炒米茶。

中医认为， 炒糊米具有消积化积、
健脾和胃、 祛痰燥湿之功效， 主食
积停滞、 脘腹胀满、 口臭不饥、 大
便泄泻等。 具体方法为： 锅中不放
油， 放入大米， 用中小火干炒， 炒
至发焦黄。 在炒米里倒入开水泡一
会儿， 当茶喝， 每天数次， 儿童也
可以食用。 2.鱼、 肉吃太多， 可用
山楂泡茶。 山楂具有化饮食、 消肉
积的功效， 其味酸甘， 可以治疗各
种饮食积滞， 尤其对油腻肉食之
积， 效果非常明显。 可单独用干山
楂煎水代茶喝， 也可用新鲜山楂洗
净生吃。

穴位按压
按压四缝穴。 除拇指之外的 4

个指头第二关节就是四缝穴所在位
置， 此穴具有消宿食、 化积滞的功
效。 进食油腻过多、 胃部不适， 可
取四缝穴掐揉 100 下 ， 一天 2~3
次。 腹痛 、 腹胀、 咽痛、 恶心呕
吐、 消化不良等都可长期使用这个
方法。 按揉时， 采用坐姿或者卧
姿， 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缝穴直到出
现疼痛感即可， 双手交替进行。

中成药疗法
症状较重者可到药店购买保和

丸、 保济丸、 人参健脾丸、 香砂养
胃丸等。

保和丸 有化滞和中功效， 适
用于食积停滞、 大便泄泻、 腹痛腹
胀等症 。 服用方法 ： 蜜丸每丸 9

克， 每次 1 丸， 每日 2～3 次。 食后
温开水送服。

香砂养胃丸 有燥湿和胃功效。
适用于气滞湿阻、 不思饮食、 脘腹
胀痛的消化不良。 服用方法： 水丸
每丸 9 克 ， 每次 1 丸 ， 每日 2～3
次， 食后温开水送服。

人参健脾丸 有健脾运滞的功
效。 适用于脾气虚弱、 停食不化等
症。 服用方法： 蜜丸每丸 6 克， 每
次 2 丸， 每日 2 次 ， 食后温水送
服。

木香顺气丸 有行气化湿、 健
脾和胃功效。 适用于脘腹胀痛、 恶
心嗳气 。 服用方法 ： 水丸每丸 9
克， 每次 6～9 克， 每日 2～3 次， 食
后温开水送服。

修复脾胃功能喝两种粥
出现消化不良、 积食者， 要注

意饮食清淡， 建议连续进食两到三
天的粥， 有助于脾胃功能的修复。
还可以在里面加入中药， 起到调理
的作用。

莱菔子粥 莱菔子就是萝卜的
种子， 有消食化积、 去痰下气的功
效。 当食滞出现腹痛腹胀、 大便不
通时， 可以考虑莱菔子粥。

陈皮莲子粥 陈皮理气开胃，
莲子健脾， 实症和虚症都适用， 这
款粥非常适合积食的脾胃虚弱患者。

饮酒过度

饮酒过量等情况可以食用葛
根、 绿豆等。 《本草纲目》 记载：
“葛根， 性甘、 辛平无毒， 解诸毒
……绿豆解其毒。” 当出现醉酒症
状时， 可饮用绿豆汤， 或取葛根适
量煎水频服 ； 也可用白萝卜 500
克， 洗净捣烂取汁， 然后在白萝卜
汁中加适量的白糖和醋服之。

此外， 酸奶、 豆浆、 清茶、 蜂
蜜、 柚子、 橙子、 梨子、 香蕉、 葡
萄、 草莓、 苹果、 食醋、 白菜、 芹
菜等也有一定程度的解酒之功。 饮
酒前服用亦可。

上 火

“鱼生火， 肉生痰”， 过节期
间大鱼大肉吃得多， 其中牛羊肉等
甘温滋腻之品， 容易助火生痰， 再
加上煎炸烧烤、 糖果糕点、 花生瓜
子不断， 口味多偏于辛辣厚重， 很
多人还会熬夜玩乐， 伤阴伤津。 这
些都会导致 “上火”， 出现咽喉肿
痛、 口干鼻干、 口舌生疮、 面部痤
疮、 大便秘结等症状。

1.喝绿豆百合枸杞汤 。 将绿
豆、 百合、 枸杞 3 种食材各 20 克
洗净放入锅中， 加 5 碗水用旺火烧
开， 然后转小火煮至软烂， 调入冰
糖即可食用。

2.中医认为， 热者寒之， 苦味
能泻火。 可以选择多吃一些绿色蔬
菜水果及其他凉性苦味的食物， 如
芹菜、 白菜、 茼蒿、 冬瓜、 苦瓜，
水果可选用柚子、 梨、 猕猴桃等。
另外， 适当饮用一些凉性的茶饮，
如绿茶、 苦丁 、 竹叶 、 菊花 、 麦
冬、 决明子等任选一到两种泡水代
茶饮。

3.喝甘蔗汁。 吃坚果零食， 出
现口疮、 便秘等情况， 可以喝甘蔗
汁。 甘蔗具有清热解毒 、 生津止
渴、 滋阴润燥作用， 有助于更快地
将体内的痰热毒素排出来。

4.如果症状比较严重， 可对证
选用一些中成药， 常用的有三黄
片、 黄连上清丸、 清火栀麦片等。

湖南省脑科医院中医科
主任医师 李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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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枣， 鼠李科植物枣的干燥成
熟果实， 是中医临床一味很重要的
补气药， 能补中益气， 养血安神，
同时又是物美价廉的养生保健佳
品， 民间流传 “一天吃仨枣， 百岁
不显老”。

大枣药用历史悠久， 早在秦汉
时期，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便将大
枣列为上品， 现虽为寻常食品， 用
之得当能建奇功。 清代名家张锡纯
所著 《医学衷中参西录》 认为大枣
味甘微辛， 性温。 甘能补气， 治疗
气虚， 同时其津液浓浓滑润， 在滋
养血脉、 润泽肌肉、 强健脾胃、 固
肠止泻、 调和百药、 缓和药性上功
效奇特。 其一友人身体素羸弱， 年
过 50 岁， 饮食减少 ， 日益消瘦 ，
多处寻医无效， 张锡纯教其每日食
熟大枣不间断， 一年后该友人饮食
增加了 1/3， 身形明显强壮。

另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王付教授
研究发现， 通过妙用大枣， 能有效
缓和、 降低十枣汤 （组成为芫花、
大戟、 甘遂、 大枣） 的燥性和毒副
作用， 其一脑囊虫病患者连续服用
6 个月十枣汤亦未见明显的肝功能
异常。

大枣不仅治疗脾胃虚弱、 气血
不足、 倦怠无力、 失眠多梦等方面
疗效显著， 进入体内以后， 能很好
地保护肝脏， 对慢性肝炎、 肝硬化
等病症亦有较好疗效。 需要注意的
是， 痰湿重及虚不受补的人不宜食
用大枣。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药剂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王洪

大枣：
补中益气 养血安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