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家药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外阴瘙痒坐浴、 足浴方
苦参 100 克， 防风、 荆芥、 白蒺

藜各 50 克， 当归、 首乌各 30 克。 加
适量水煎， 弃渣取汁， 先坐浴 40 分
钟， 再热至 42℃时， 泡双足， 每天二
次， 每次泡 35 分钟。

苦参、 防风、 荆芥、 白蒺藜祛风
止痒； 伍用当归、 首乌养血活血。 诸
味相合有养血祛风止痒之效。 主治外
阴瘙痒、 阴囊瘙痒、 湿疹等病。 笔者
从事临床 40 余载， 屡用屡效。

外阴白斑熏蒸、 足浴方
生地黄 100 克， 白菊花、 枸杞各

50 克， 马蹄 250 克， 土茯苓 100 克。
水煎弃渣取汁 ， 倒入脚盆中 ， 先熏
蒸， 待温度至 40℃时泡洗双足 ， 每天
一次， 每次熏、 泡各 30 分钟， 10 天
一疗程， 一般一疗程奏效。

该方有清热养阴、 利湿、 解毒、
滋补肝肾的功效， 适应于外阴白斑、
宫颈炎等证。
湘煤二处医院主任医师 李典云 献方

������相传汉代名将马武， 一次带领军
队去征服武陵的羌人， 由于地形生疏
打了败仗， 被围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
地方。 时值盛夏， 又遇天旱无雨， 军
士和战马都因缺水而得了 “尿血症”，
当地又没有清热利水的药物， 战士们
个个焦急万分。 这时， 一位名叫张勇
的马夫偶然发现有三匹患尿血的马不
治而愈， 感到奇怪， 寻根追源， 只见
地面上一片像牛耳形的野草被马吃
光。 为证实其效果， 他又亲自试服，
亦效。 于是报告马武。 马将军大喜，
问此草生何处 ？ 张勇用手远指说 ：
“就在大车前面。” 马武笑曰： “此天
助我也， 好个车前草。” 当即命令全
军吃此草， 服后果然治愈了尿血症。
车前草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车前草来源于车前科植物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L 及 平 车 前 p.de鄄
pressa.Willd. 的全株。 其味甘， 性寒。
具有祛痰、 镇咳、 平喘等作用。 用于
小便不利、 淋浊带下、 水肿胀满、 暑
湿泻痢、 目赤障翳、 痰热咳喘。 经现
代药理研究， 车前草不仅有显著的利
尿作用， 而且具有明显的祛痰 、 抗
菌、 降压效果。 它能作用于呼吸中
枢， 有很强的止咳作用。 能增进气
管、 支气管黏液的分泌， 而有祛痰作
用。 其临床应用如下：

1. 慢性支气管炎或百日咳， 可用
鲜车前草 20 克泡服。

2. 夏天腹泻， 可用鲜车前草 20
克泡服。

3. 热淋涩痛， 水肿： 车前草 （车
前子） 与滑石等份配伍使用。

4. 口舌生疮， 心烦赤尿： 车前草
（车前子） 15、 生地各 15 克、 甘草 6
克、 竹叶 10 克， 煎服。

5. 经闭乳少： 车前草 （车前子）、
王不留行各 15克、 穿山甲 6克， 煎服。

6. 药膳食疗方： 鲜车前叶 30 克、
葱白 15 克、 淡豆豉 12 克、 大米 50
克、 调味品适量。 鲜车前叶、 葱白、
淡豆豉加水煎煮， 取药液熬粥食用。
用于小便灼热、 淋漓涩痛、 尿色黄赤
及暑湿泄泻、 小便短少等。

使用注意： 一般人群都适合服用
车前草， 但是肾虚滑精者， 建议不要
服用， 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药剂科主任药师 邓曼静

������内病外治 ， 源于 “良
工不废外治”。 外治法是中
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珍贵遗
产之一 ， 历史悠久 ， 源远
流长 。 内病外治方法种类
很多 ， 细分有上百种 ， 常
用的有几十种 。 如非药物
疗法中的针灸 、 拔罐 、 推
拿 、 指压等 ， 以及许多来
自民间的独特治疗方法亦
属外治法 ， 具有简 、 验 、
效、 捷、 廉的特点。

九五平衡汗方疗法便
是中医内病外调的典 范 。
该法利用腧穴药物导入疗
法 ， 采用特定入 药方法 ，
通过远红外频谱仓的亚高
温热力效应 ， 促进机体经
络 、 腧穴对药物的渗透 、
吸收 ， 并控制机体出汗排
毒， 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
祛邪扶正 、 平衡阴阳 ， 使
机体始终处于 “形神相俱”
的健康平衡状态 。 其中亚
温频谱仓是提升人体温度
的最佳理疗设备 。 远红外

线放射、 分子同频共振， 通
过能量吸收转换形成热效
应， 机体深层温度上升， 微
血管扩张排除瘀血、 瘀毒，
加快血液循环 ， 修复机体
功能。

九五平衡汗方具有以下
特点： 1.配伍特点： 君臣佐
使配伍， 百味药材大方大剂
量用药； 2.药物选材： 河北
安国生产基地 ， 道地药材
用药原则， 确保药效； 3.药
物加工： 传统炮制技术+现
代高科技中药原液提取技
术 ； 4.应用特点 ： 辨证用
药， 一体多方、 一方多用。

丽轩堂秉承 “医养结
合” 理念结合中医 “先治未
病 ” 特点 ， 引进九五平衡
散， 针对六大类疾病配伍而
成六大方剂， 根据不同人群
的身体状况进行亚健康调
理， 增强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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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平衡汗方疗法
调理亚健康

网址：www.xxmzzyy.com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电话：0743—8223788
湘中医第 04-18-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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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伏天， 又到了做敷贴调
理冬病的好时机。 三伏贴作为一
种中医治未病的方法， 近些年来
相当的热门。 中医专家提醒， 做
三伏贴， 大家不要盲目跟风， 应
先了解自己的体质 、 所患疾患 ，
从而有选择性地进行， 同时做好
三伏天的养生保健。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脑病科主任伍大华教授介绍， 今年
的情况有些特殊， 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生， 使很多人认识到了提高免疫
力的重要性， 尤其是老年人、 孕产
妇、 基础疾病较多的患者， 想要通
过三伏天增加体质。 从预防上来
说， 抗击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
体质。 三伏时节， 阳气升发， 我们
可以顺应大自然 “春夏养阳” 的规
律， 采用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 同
时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三伏贴除
了对一些慢性病和亚健康具有调理
作用外， 凡在冬季容易发病或病情
加重， 并存在阳气不足、 寒湿易
袭、 经络不通的脑病， 如头痛头
晕、 腰背腿麻木疼痛、 肩颈臂膀麻
木疼痛和中风后肢体活动不利等，
均可采用冬病夏治的疗法。 大家有
类似情况的可先来医院就诊辨证，
看是否适合做敷贴。

伍大华教授提醒， 三伏天做
敷贴有以下注意事项。 敷贴 4～6
小时， 局部有痒、 热、 微痛等感

觉均为正常反应； 贴药当天不能
游泳， 4～6 个小时内不要洗冷水
澡； 贴敷期间注意调整饮食， 不
要吃高蛋白、 虾蟹类海鲜， 忌食
生冷、 油腻、 辛辣的食物， 冷饮
不但伤及脾胃， 还可使沉积在体
内的寒气凝滞， 影响疗效。 同时，
三伏贴不是想做就做的， 还有这
些禁忌症： 严重心肺功能疾病患
者， 对药物过敏者、 皮肤长有疱、
疖以及皮肤有破损者， 疾病发作
期 （如发烧、 正在咳喘等） 患者
不宜进行贴敷治疗， 2 岁以下的
孩子由于皮肤娇嫩， 贴敷容易引
起感染， 也不宜进行这项治疗。

三伏天是调理身体的好时机，
这期间该如何养生呢？ 伍大华教
授提醒：

初伏防中暑（7月 16日 ~7月 25日）
注意防高温、 多喝水

1.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避免太阳直晒， 减少
出门， 不要在烈日下曝晒或在高温
环境中久留， 外出做好防晒， 勿做
剧烈运动， 中午适当午睡。

2.应少量、 多次喝水， 可选择
淡盐水、 绿茶、 绿豆汤等清凉饮料。

中伏防湿邪（7月 26日 ~8月 14日）
适宜清淡饮食、 防空调病

酷热多湿的时节,人们常常会

感到头昏身重、 胸中烦闷、 四肢
无力、 食欲不振， 还可出现肠炎
腹泻、 痢疾等。 这时候， 需要选
择清淡富营养易消化的食物， 如
薏米红豆粥、 绿豆、 百合等； 酸
甘性食物以补气阴， 常食芳香以
化脾湿， 如藿香叶、 紫苏叶和西
瓜、 菠萝等。 不宜大量食用生冷
及油腻食物 ， 并注意饮食卫生 ，
严防 “病从口入”。

末伏防秋老虎（8月15日-8月24日）
注重养心

暑热最易伤心 ， 热扰心神 ，
人们常感到心烦不宁， 坐卧不安，
思绪杂乱。 除了加强防暑降温之
外， 还要保持精神愉快， 心情舒
畅， 保证适当的睡眠和休息， 避
免过度疲劳， 提高机体对高温的
耐受能力和对 “秋老虎” 的抵御
能力。 还要注意少吃秋天的西瓜，
以免损伤脾胃。

通讯员 段俊芝

祛暑利湿的好帮手
———车前草

三伏天做个敷贴
调理冬病 提高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