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按四穴
养护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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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陈艳阳 邮箱：cyy0121@126.com� �版式：谢敏智05中医中药

经 验 谈

������面瘫， 又称为面神经麻痹、 中
医称之为 “歪嘴巴”、 “吊线风”，
是以面部神经受损， 导致面部表情
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
类疾病。 面瘫分为周围性面瘫与中
枢性面瘫， 我们通常说起的面瘫，
包括下面讲解的， 主要指的是指周
围性面瘫。

周围性面瘫主要表现为一侧面
肌瘫痪、 额纹消失、 眼闭不全、 鼻
唇沟变浅、 口角歪斜、 流涎等。 有
些患者可出现口唇与颊部的不适
感， 进食时， 食物残渣常置于病侧
的齿颊间隙内。 可伴有耳内、 耳后
乳突轻度疼痛， 舌前 2/3 的味觉减
退， 泪液或唾液分泌异常， 面部感
觉异常等症状。

面瘫发病根于正气不足

面瘫是一种常见病， 一年四季
均会发生， 以冬季最容易出现， 常
无先驱症状。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紧张， 过
度劳累后， 如连续熬夜或过度饮酒
后人体正气不足， 抗病能力下降，
风寒之邪乘虚侵袭面部经络就很容

易导致面瘫。 面瘫任何年龄均可发
病， 老年人年老体弱， 多在感冒后
发病， 青壮年则绝大多数都有熬夜
的经历， 几乎所有的患者发病前都
有疲劳乏力的感觉。

2. 长期定向吹风易致面瘫。 空
调冷风、 室内穿堂风对着面部长时
间固定吹， 容易引起面部中风， 即
局部缺血缺氧， 导致面神经发生水
肿和脱髓鞘反应， 甚至造成神经短
路， 面部肌肉瘫痪。

中医理论认为， 面瘫发病根于
正气不足， 络脉空虚， 卫外不固；
外邪入侵于面部经络， 气血阻滞，
经脉失养， 以致于肌肉弛缓不收。

配合针灸治疗效果显著

面瘫早期治疗主要以用药为
主。 最新相关研究表明， 在面瘫刚
发生时通过针灸介入治疗比未介入
治疗的临床疗效要好， 可有效减轻
面神经水肿， 改善面部血液循环。

后期的治疗主要是表情肌功能
训练为主。 针灸配合康复锻炼治疗
面瘫疗效显著， 可促进肌纤维收缩
和血液循环， 使神经支配的肌纤维
肥大与强化， 有效控制面肌痉挛和

防止面肌萎缩， 促进功能恢复。
笔者所在的医院针灸科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全国面瘫协作组组长
单位， 引领全国 38 家医院面瘫病
针灸临床研究， 制定全国针灸治疗
面瘫临床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 并
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行全国中医
医院近千家医院面瘫病针灸新技术
讲座推广。 主张面瘫发病的全过程
均可采用针刺治疗， 并强调面瘫患
者尽早调治， 该针灸疗法将传统面
瘫分期 （早、 中、 后期） 细化为面
瘫早期 （急性期、 亚急性期）、 中
期 （恢复期） 和后期 （瘫痪肌肉连
带运动期、 瘫痪肌肉面肌痉挛期），
突出细化分期特点， 针药并用， 配
合红外线理疗等， 可祛风散寒， 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 恢复面部神经功
能， 疗效显著， 无副作用， 可作为
首选疗法。

患者一旦发病， 要早治疗、 早
康复， 大部分面瘫患者经及时有效
治疗后， 都可取得不错的疗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针灸科首席专家
主任医师 东贵荣

针灸科主任 主任医师 陈云飞

������临近中秋， 早晚温差变大，
易引发肺部不适和慢性疾病， 大
家可以多按摩四个穴位， 养护心
肺。

迎香穴：润肺防燥 秋天是
慢性支气管炎的高发期， 易因上
呼吸道感染而发病， 按摩迎香穴
有清热散风、 去燥润肺、 宣通鼻
窍的作用。 按摩前全身放松， 双
手中指或食指指肚顺、 逆时针各
按摩 20 至 30 次 ， 至迎香穴发
酸、 发胀、 发热。

极泉穴：理气护心 主治气
血运行不畅而出现的胸闷， 经常
按摩极泉穴能调畅气血， 宽胸理
气， 养护心肺。 弹拨极泉穴时手
指要用力向内勾按 ， 力度要柔
和， 弹拨时手指下会有条索感，
一般弹按 10 次左右即可。

足三里：强身败火 足三里
穴是强身健体、 养胃败火的黄金
穴， 可防热伤风。 按摩方法： 手
握成拳， 以食指第一指节的背面
作为着力点， 在穴位上绕圈按揉
3～5 分钟。

四缝穴：防秋膘增肥 四缝
穴属于经外奇穴， 是消宿食、 化
积滞的专属穴， 对消化不良有一
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按摩方法：
用大拇指指尖掐揉四缝穴， 每次
掐揉 2~3 分钟。

以上穴位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性地按摩， 重要的是每天坚
持揉按， 定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湖北老河口市洪山嘴付家寨
中心医院 聂勇

������秋季干燥易出现喉咙干
痒、 咳嗽不适， 下面介绍一款
醒神润燥的药膳， 助大家缓解
秋燥不适。

罗汉果陈皮雪梨甜汤
材料（2~3 人份）： 罗汉果

1 个、 雪梨 2 个、 陈皮 10 克、
冰糖适量。

做法： 将以上材料洗净，
罗汉果去壳留肉 ， 雪梨切小
块 ； 雪梨 、 陈皮放入锅中煮
30 分钟， 熄火 3 分钟 ， 加入
罗汉果浸泡 5 分钟， 调入适量
冰糖放温即可食用。

功效： 理气醒神、 清热润
肺。

罗汉果味甘、 性凉， 归肺、 大肠经，
能清热润肺、 祛痰止咳、 润肠通便。 陈皮
具有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的功效， 其香味
独特， 入膳既可醒神、 调味， 又能增色增
香， 并有食疗作用。 雪梨能生津止渴、 润
肺、 化痰止咳， 且味道清甜。 三物入膳可
起理气醒神、 清热润肺之功。 本药膳可用
于天气干燥， 饮食上火， 熬夜上火， 过度
用喉所致的咽部不适感、 异物感、 干燥
感、 灼烧感、 刺痛感、 咽痒、 心烦身热等
不适的调理。

罗汉果性凉， 脾胃虚寒， 脾阳不足者
不宜服用。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 李妤珺

降血压足浴方
取吴茱萸 60 克， 杭菊 20

克 ， 水煎 20 分钟 ， 入木盆
中， 每次泡足 30 分钟， 每日
1 次。

降压降脂方
取山楂 10 克， 枸杞子 20

克， 决明子 （炒黄捣碎） 25
克 ， 沸水冲泡 （杯子加盖 ）
焖 30 分钟 ， 当茶饮 ， 每 1
剂。 此方适应于高血压、 高
脂血症、 冠心病等患者服用。
湖南新化铁路医院主任医师

李典云 献方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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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中医里的 “汗”， 有自汗、
盗汗 。 就其部位而言 ， 有身
汗、 头汗及手足汗出。 所谓自
汗者， 乃自然汗出， 即不用发
散， 不定时自然汗出。 盗汗即
寝汗， 即睡而汗出， 醒则止而
身冷不复出。 自汗多主阳虚，
卫气之所司。 盗汗多主阴虚，
荣血之所主。 汗出者， 皆出于
谷， 谷生于精， 汗者精气也。

汗症涉及很广， 阴阳、 脏
腑、 气血、 经络均与汗有关。 外
邪、 情志、 饮食、 劳伤均为致汗
之因。 表里、 寒热、 虚实亦均有
汗症。 其治疗方法也不同。

外感汗出 外感初起， 风
邪所犯者， 治宜散风和卫， 方
用桂枝汤。 证见背项强疼者，
可用葛根汤。 骨节痛烦， 风湿
相搏， 或身重微肿者， 宜防己
黄芪汤。

内伤汗出 阴虚盗汗或自
汗者， 均宜滋阴， 佐以清火，
方用当归六黄汤 、 四物黄柏
汤。 阴虚兼阳虚， 而见盗汗或
自汗者 ， 宜在益阴方中加黄
芪、 人参、 白术等。 或用多汗
汤 ： 黄芪 、 党参 、 龙骨 、 牡

蛎、 龟板、 鳖甲、 枸杞、 珍珠
母各 30 克， 龙眼肉 20 克， 五
倍子、 五味子各 15 克， 防风、
乌梅 、 桂枝各 10 克 ， 甘草 6
克， 水煎服。 知柏地黄丸、 参
松养心胶囊口服。

痰湿自汗 症有头目眩晕、
胸闷头痛、 干哕恶心等症， 宜
理气化痰、 调和营卫， 应用调
卫汤、 玉屏风散。

战汗 乃疫邪先传表后传
里， 高热而恶寒， 战汗， 精气
输泄， 可致脉静身凉。 可用凉
膈散、 柴胡清燥汤。

脱汗 面无神色 ， 唇白 ，
表里无阳证， 喜热饮， 稍冷则
畏， 脉微欲绝， 自汗大汗， 多
见虚脱症。 宜回阳救逆， 方用
参附汤、 生脉散加减： 黄芪、
丹参、 杭芍、 龙眼肉各 30 克，
麦冬、 黄精各 20 克， 五味子、
白术、 云苓、 桂枝、 当归、 玉
竹各 15 克 ， 人参 、 附子 、 阿
胶、 炙甘草各 10 克， 水煎服。
人参丸、 桂附丸口服。 病重时
应及时到医院诊治。

山东省淄博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曹元成

劳累后
易面瘫

�������半个月前的一天， 在某公司上班的白领小王晨起醒
来， 突然感觉面部麻木不适， 刷牙漏水， 甚至连最基
本的抬眉、 闭眼、 鼓嘴、 龇牙等动作都做不了。 小王
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又打电话咨询了医院导诊， 医
生建议他到针灸科就诊。 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及其他
综合治疗， 小王的病情慢慢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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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汗症的中医防治

针灸助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