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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虚证
主要症状： 鼻塞， 流涕， 发热， 恶风

寒， 气短， 乏力， 神疲， 自汗， 动则加重，
平素畏风寒、 易感冒。

可用中成药： 玉屏风颗粒， 对于感冒反
复发作者， 在未感冒期间， 可常用补中益气
颗粒。

气阴两虚证
主要症状： 鼻塞， 流涕， 发热， 恶风

寒， 气短， 乏力， 神疲， 自汗， 盗汗， 手足
心热， 口干， 口渴， 平素畏风寒、 易感冒。

可用中成药： 感冒反复发作者， 在未感
冒期间， 可常用生脉饮口服液。

从中医角度而言， 感冒可简单分为 2 类
6 证候， 但因个体化差异， 每个人感冒的症
状都会略有差异， 所以用药更需要对证才
行， 不然风寒证用了辛凉解表、 疏风清热的
感冒药则会加重病情。 且感冒分类虽然有虚
实之别， 但可相互兼杂， 如气虚而感受风寒
的气虚风寒证、 气阴两虚而感受风热的气阴
两虚风热证等， 常见于老年、 体虚患者。

普通感冒服用中成药时也有讲究， 不可
千篇一律， 别人吃啥我吃啥是不对的， 要注
意证候不同用药也有所不同， 如不能确定自
己的证候， 还应就医详细咨询， 切忌病急乱
服药。

苏州市中医医院 袁静

������受到寒冷天气的影响， 很多高血压
患者出现了血压波动。 中药在控制高血
压方面具有一定疗效， 且作用温和、 副
作用小， 符合平稳降压的原则。 高血压
人群中， 多数辨证属于肝火上炎、 肝阳
上亢证， 主要症状是头晕或眩晕、 头
痛、 目赤或目涩、 视物模糊、 面色红、
烦躁、 口干口苦、 耳鸣、 便秘、 小便
黄、 舌红等。 生活中， 有上述症状的高
血压患者， 可以服用槐花黄芩汤来控制
血压。

取槐花 12 克、 黄芩 6 克， 二者混
合， 一起煎煮 20 分钟后即可饮用。 每
日早晚空腹服用， 每次 100~200 毫升，
可连服 3 周。 方中， 槐花味苦性微寒，
既能凉血止血， 又清热降压， 擅长治疗
各种高血压病。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槐
花含有芸香苷， 可改善血管硬化， 对高
血压存在出血倾向者更为适合。 黄芩味
苦性寒， 有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 降压
的功效。 槐花以凉血降压为主， 黄芩以
泻火降压为主， 二者合用， 苦寒清热，
凉血降压力量增强。

李同林

党参紫苏茶治慢性鼻炎
慢性鼻炎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

的鼻塞， 分泌物增多， 鼻黏膜肿胀
或增厚等障碍。 本病属中医学 “鼻
窒” 范畴， 发病关键在于肺、 脾气
虚。 在此推荐一款可以治疗慢性鼻
炎的药茶。

具体方法是： 取党参 15 克， 紫
苏、 陈皮、 石菖蒲各 10 克。 先煎煮
党参 ， 后下紫苏 、 陈皮 、 石菖蒲 ，
煎成去渣， 代茶饮， 每日 1 剂。

湿疹试试二花山豆汤
湿疹是皮肤科最常见的一种过

敏性皮肤病。 中医认为， 湿疹多为
先天禀赋不足， 后天饮食不节， 嗜
酒或过食辛辣之品， 脾失健运， 湿
热内生 ， 兼外受风邪 ， 内外合邪 ，
郁滞肌肤所致 。 治疗以清热祛湿 、
祛风止痒、 凉血解毒为主。 采用二
花山豆汤治之， 效果良好。

具体方法为： 取紫花地丁、 金
莲花各 10 克 ， 山豆根 5 克 。 水煎
服， 每日 1 剂， 每日 2 次。 或放入
杯中用沸水冲泡， 代茶饮。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不少人在煎煮中药前， 会把
中药仔细清洗 ， 认为这样才干
净， 杂质更少。 在此提醒大家，
中药材在制成饮片前经过炮制，
有去杂质、 晒干等一系列程序，
卫生条件已经达标， 过度浸泡清
洗会导致药效降低。

中药材煎煮前不要过度泡
洗，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过度
泡洗会造成粉末类药材丢失。 中
药里有不少以粉末入药的药材，
如滑石粉、 蒲黄、 海金沙等， 也
有在配药时需要捣碎的中药， 如
浮海石、 代赭石、 贝壳类等， 水
洗极易造成这些中药流失而达不
到原方剂量。 二是过度清洗会造

成药物中的水溶性成分丢失。 中
药用水来煎煮是由于里面的有效
成分能溶于水的缘故， 如果先用
水泡洗， 可能造成有效成分的部
分损失。 三是会造成辅料丢失。
有些中药在炮制过程中 ， 加入
蜜 、 酒 、 醋等辅料 ， 如蜜炙甘
草、 酒制大黄、 醋制香附等， 这
些辅料同样易溶于水， 水洗会使
炮制品减效。

煎煮前一般先用适量温水
（10℃～40℃） 浸泡， 加入的水量以
高出药面两指为宜， 以便药材能
够充分浸透， 从而利于药材有效
成分的煎出。 浸泡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但具体也要依据药材而定。

如根、 茎、 果实类药材浸泡时间
可适当延长， 对于花、 草、 叶类
药材则可适当减少浸泡时间， 具
体可以掰开药材以内无干心为度。

另外， 中药大都含有蛋白质
和淀粉， 热水浸泡会使饮片外层
组织细胞中的蛋白质、 淀粉等 ，
凝固 （或糊化）、 紧缩， 形成变
性层， 从而阻碍水分的渗入和药
物成分的释出； 其次是芳香类中
药， 富含的挥发油易受热挥发，
通常是要后下 ， 如先用热水浸
泡， 相当于延长了煎煮时间， 导
致挥发物质的散失 ， 降低了药
效， 所以不能用热水浸泡。

周一海

治疗感冒的中成药，
您吃对了吗？

�������冬季感冒患者增多。 感冒药有助
于缓解头疼、 鼻塞、 流涕等症状。 治
疗感冒的中成药有很多种， 具体适应
症也不同， 不知您是否用对了？

槐花黄芩汤稳血压

中药煎煮前不过度泡洗

������普通感冒是最常见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临床常表现为鼻塞、 流涕、 喷嚏、 咽
痛以及恶寒、 发热、 咳嗽等一系列症状， 起病较急， 四时皆有， 以冬春季节为多见， 但
现在因生活条件改善， 夏季感冒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普通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引起的，
鼻病毒最常见。 本病为自限性疾病， 但易合并细菌感染， 导致病情加重迁延并可产生严
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患者生命。

从中医角度来看， 感冒分为实证感冒类 （风寒证、 风热证、 风燥证、 暑湿证）、 体
虚感冒类 （气虚证、 气阴两虚证） 2 类 6 证候， 而每种证候用药均有所不同：

风寒证
主要症状： 鼻塞， 流

清涕， 恶寒， 肢体酸楚甚
则酸痛。

次要症状： 喷嚏， 咽
痒， 咳嗽， 发热， 无汗 ，
头痛。

可用中成药： 感冒清
热颗粒 ， 如刚刚外感风
寒， 也可用正柴胡饮颗粒
（注意要和大柴胡颗粒 、
小柴胡颗粒区分）。

风热证
主要症状： 发热， 恶

风， 咽干甚则咽痛。
次要症状： 鼻塞， 流

浊涕， 鼻窍干热， 口干，
口渴， 咽痒， 咳嗽， 肢体
酸楚， 头痛。

可用中成药： 银翘解
毒颗粒、 感冒清胶囊、 金
莲清热胶囊等。

可能有人会说一会儿
感冒清热颗粒， 一会儿感
冒清胶囊， 怎么区分？ 其
实很简单， 可以看药品说
明书中适应症一栏， 一般
写到 “疏风散寒”、 “宣肺

散寒” 等都是用于风寒感
冒的， 而写到 “清热解毒”
等则是用于风热感冒的。

风燥证
主要症状： 唇鼻干

燥 ， 咽干甚则咽痛 ， 干
咳。

次要症状： 口干， 咽
痒， 鼻塞， 发热， 恶风。

可用中成药： 凉燥者
可选用杏苏止咳颗粒； 温
燥者可选用桑菊感冒片 ；
咳嗽、 痰多者可选用蜜炼
川贝枇杷膏； 干咳、 少痰
者可选用养阴清肺口服
液。

暑湿证
主要症状： 发热， 恶

风 ， 身热不扬 ， 汗出不
畅 ， 肢体困重 ， 头重如
裹 ， 胸闷 ， 纳呆 ， 口黏
腻。

次要症状： 鼻塞， 流
涕， 头痛， 无汗 ， 少汗 ，
口渴， 心烦。

可用中成药： 藿香正
气类 （口服液、 胶囊、 软
胶囊、 滴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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