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验 谈

�������取一味或几味中药置于杯中， 加入开水， 盖上
盖子， 浸泡几分钟， 就可以像平时喝茶那样饮用，
这种被称作” 代茶饮” 的用法比煎煮中药要更方
便。 夏季饮中药茶， 具有清热解毒祛暑的效果， 且
服用方便， 易制作。 下面介绍一些简单的中药茶
饮， 有助于缓解夏日不适或者小病小痛。

������吃饱饭后打个响亮的饱嗝 ，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不过
打嗝不止就不舒服了。

打嗝即呃逆， 是由横膈膜痉
挛收缩引起 ， 指喉间频频作声 ，
声音急而短促， 是一种常见的生
理现象。 正常健康者可因吞咽过
快、 突然吞气或腹内压骤然增高
而引起呃逆， 多可自行消退。 但
有的可持续较长时间而成为顽固
性呃逆， 某些疾病的晚期出现顽
固性呃逆则提示预后不良。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肛肠一科前段时间收治了一位
肠梗阻患者， 患者在入院前后不
断地打嗝， 频繁时甚至达到了每
2~3 分钟一次。 在做了腹部 CT 后
考虑患者为肠梗阻， 同时结合患
者有腹部手术史， 考虑为粘连性
肠梗阻。 按照肠梗阻的治疗方案，
同时也给予治疗呃逆的西药、 中
药及针灸治疗 ， 但呃逆无缓解 。

科室邀请该院大内科主任毛以林
教授会诊。 毛以林在望闻问切之
后给出了药方 ： 吴茱萸磨成粉 ，
用白醋调制， 贴涌泉穴。

当天上午 11:00， 医生在听取
建议后， 将吴茱萸制成的特制药膏
贴在患者涌泉穴。 下午 3:00， 医生
去查房时， 患者告知呃逆有点减
少， 于是将更换药膏的时间改为每
3 小时一次。 下午 6:00， 患者反映
呃逆减少了一半。 第二天， 医生去
查房时， 患者反映呃逆基本上消失
了， 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

用吴茱萸制成的中药膏贴解
决了患者呃逆的难题， 该药为何
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 毛以林教
授解释说： 吴茱萸归胃经， 具有
降浊止逆的药效。 在病人呕吐不
能进食或呃逆时， 选用该药外敷
涌泉穴， 降逆止呕或止呃， 临床
上常能取得良好疗效。

谢彪

������中药破壁饮片是近年发展的一种创
新型中药饮片， 是通过破壁粉碎技术将
具有细胞结构的中药饮片粉碎到 D 90
<45μm 的粉体， 再与水或乙醇等粘合
成型， 制成的 30-100 目粒度的干燥颗
粒状饮片， 是传统中药饮片形态和应用
形式的创新。

传统饮片经过破壁粉碎处理， 可增
加药物有效成分的溶出， 有利于在胃肠
道的吸收利用， 增强了药效， 用较少的
药材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药材
的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节省药材的使
用， 缓解了当前中药资源匮乏的现象。
中药破壁饮片仅改变了传统饮片的外观
形态， 其化学成分、 性味归经和功能主
治与传统饮片一致， 保留了中药饮片的
原有特色； 既可单味应用， 也可组方应
用， 保持了中医药辨证施治、 随证加减
的用药特色， 便于医生处方配伍； 而且
在加工过程中将药材的不同组织、 部位
充分粉碎和混匀， 能实现药材的质量均
一， 提高质量稳定性， 保证临床疗效。

中药破壁饮片采用密封的独立包
装， 方便携带储存； 服用方式多样化，
既可直接用水冲泡或者短时间煎煮服
用， 也可搅拌混悬成 “中国式咖啡” 服
用， 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用药需
求， 提高了用药的依从性。

作为一种新型中药饮片， 中药破壁
饮片是中药饮片粉末应用的延伸， 既是
传统中药饮片应用的创新发展， 也保留
了中药饮片的传统属性， 符合传统中医
药理论， 保持了中医药特色。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主任药师 任卫琼

中药破壁饮片
不会影响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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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解暑茶 将苦瓜上端切
开， 挖去瓜瓤， 装入绿茶， 将苦
瓜挂于通风处阴干 ， 取下洗净 ，
连同茶切碎， 混匀， 取 10 克， 放
入杯中以沸水冲沏 ， 闷半小时 ，
可频频饮用， 有清热解暑、 除烦
之功效， 适用于中暑发热、 口渴
烦躁、 小便不利等。

双花茶 金银花 15 克， 白菊
花 10 克， 用开水冲泡待茶饮， 有
清热解毒、 祛暑消炎的功效， 适
用于流行性感冒、 烦躁不安、 急
性肠炎等。

藿香茶 藿香、 佩兰各 10 克，
切碎 ， 放杯中冲入开水泡 10 分
钟， 有解暑祛浊、 化湿和中的功
效， 适用于流行感冒、 头痛鼻塞、
神经性头痛、 恶心呕吐、 食欲不
振等， 为解暑佳品。

三茶饮 花茶 1 份 ， 菊花 2
份 ， 金银花 3 份 ， 水煎代茶饮 。
具有解热毒、 消肿之效。 对内热
不解 ， 且伴有感冒的中暑患者 ，
有显著疗效。

决明子茶 决明子 15 克， 夏
枯草 10 克， 将决明子炒至少膨胀，
微有香气后放凉， 捣碎， 夏枯草切
碎， 混合后开水冲泡， 10 分钟后
饮服， 有清肝明目、 通便、 降血压
的功效， 适用于高血压头痛、 急性
结膜炎、 大便秘结等。

枇杷竹叶茶 枇杷叶、 鲜竹叶、
芦根各 20克， 洗净切碎， 放入锅内
加水 500毫升， 煎煮 15分钟， 去渣
滤汁， 趁热放入少许白糖和食盐， 有
清热生津、 止咳平喘的功效， 适用于
发热咳嗽、 咳痰粘稠、 口渴津少等，
也为消暑之佳品。

参斛茶 太子参 15 克， 石斛
10 克， 五味子 5 克， 将上述药切
成粗末， 用开水冲泡待茶饮， 有
益气生津、 养阴止汗的功效， 适
用于热病伤阴之口舌干燥、 胃脘
作痛、 干呕纳少、 舌光苔少以及
老年人气短乏力、 头晕心悸等症，
为夏季常饮佳品。

三衣饮 西瓜翠衣 100 克， 绿
豆衣 25 克， 蝉衣 9 克， 加水煎去
渣取液饮用 。 具有泻火 、 解暑 、
除燥之功。 尤其适用于中暑伴有
抽搐者。

薄荷茶 薄荷、 党参各 6 克，
生石膏 20 克， 麻黄 3 克， 生姜 3
片 ， 将上述药切碎 ， 加水适量 ，
煎取药汁 ， 过滤去渣待茶饮服 ，
有辛凉解表 、 疏散风热的功效 ，
适用于体虚或老年感冒者发热头
痛、 咽喉肿痛、 咳嗽不爽、 胸闷
喘逆等。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健康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河北省中医师 马宝山

治脓疱疮方
鲜马鞭草 500 克 ， 洗净 ， 水

煎， 取药液 600 毫升， 用纱布浸泡
药液外敷患处， 每天 5~6 次， 一般
3~5 天即可痊愈。

治胃脘痛方
香附、 高良姜、 白术、 藿香各

10 克， 乌药、 枳壳、 元胡、 草豆
蔻、 佛手、 槟榔、 川楝子、 丁香、
木香各 8 克。 上药一同研成细粉，
装瓶备用。 使用时， 每次取药粉 5
克， 用姜汁半汤匙， 白开水送服，
每日服 2 次， 连服 3 日。

四川省彭州市 胡佑志 献方

������慢性心力衰竭 ，
根据其临床表现， 属
于中医 “惊悸” “怔
忡 ” “水肿 ” “喘
证 ” “支饮 ” “肿
胀” 等范畴。 中医认
为， 心衰主要沿心气
（阳）虚———血瘀———
水停———心气（阳）虚
加重的演变规律发
展。 其主要病理特征
是气虚阳虚为本， 瘀
血水饮为标， 虚实夹
杂为患， 故治疗以扶
正去邪、 标本兼顾，
用益气温阳、 活血利
水之法。

参附强心丸是治
疗气阳亏虚、 血瘀水
停型慢性充血性心衰
的有效药物， 是由原
天津中医医院名中医
马连珍结合多年的临

床经验， 在 《妇人良方》 中
的 “参附汤 ” 和 《金匮要
略》 中的 “己椒苈黄丸” 化
裁而成 。 方由人参 、 附子
(制)、 桑白皮、 猪苓、 葶苈
子、 大黄等中药组成， 全方
以扶阳气、 益心肾为主， 以
参、 附为君。 服用该药后，
能够明显改善心脏舒张功
能 ， 并能显著改善心悸气
喘、 畏寒肢冷、 胸闷乏力、
面部浮肿等症状， 从而控制
心衰病变发展， 具有明显的
温阳利尿作用， 进一步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经天津市
中医院、 天津二五四医院、
天津工人医院、 天津河东区
中医院等四家医院， 对 300
例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例进行
临床观察 ， 总有效率达到
90%以上。

此药有大蜜丸和水蜜丸
两种规格， 大蜜丸每丸重 3
克 ； 水蜜丸每 10 丸重 0.9
克。 口服。 大蜜丸一次 2丸；
水蜜丸一次 5.4 克。 一日 2~3
次。 嚼服或碾碎后服用。 注
意： 患者宜低盐饮食； 孕妇
禁服。 患有慢性心衰者， 可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夏季小病小痛
先服中药茶饮试试

打嗝不止
吴茱萸敷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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