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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件云主任在查看患者舌脉。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护胃解酒方
春节期间餐桌上免不了饮酒助兴， 喝多

了容易醉酒伤身， 下面推荐几款护胃解酒方。
护胃防呕方 金石斛、 淡竹叶各 10 克，

生姜 6 克， 水煎取液， 慢慢饮用。 有清热护
胃、 防止呕吐的效应。

缓解头痛方 葛根、 葛花各 15 克， 生甘
草 6 克， 水煎服。 具有缓解血管痉挛、 消除
头痛头晕的作用。

护胃防痉挛方 苏叶 10 克 （后下）， 黄
连 6 克， 砂壳、 生姜各 5 克， 水煎取液， 频
频饮用。 具有缓和胃痉挛、 止痛止酸的作用。

葛花解酒散 取葛花、 白蔻仁、 砂仁各
15 克， 人参、 陈皮、 猪苓、 茯苓各 4．5 克，
炒神曲、 泽泻、 干姜、 白术各 6 克， 木香 1．5
克， 青皮 0．9 克， 共为细末， 每服 2 克， 白
汤调下， 取微汗， 有较好的解酒作用。

陈皮汤治饮酒过度， 酒毒积于肠胃， 呕
吐， 不食汤水 陈皮 （去白， 浸炒）、 葛根、
甘草、 石膏 （打碎） 各 30 克， 水煎服。

解酒豆姜汤 高良姜、 青皮各 12 克， 草
豆蔻 15 克， 茯苓、 人参各 30 克， 水煎服。
此方能理气除胀、 降逆止呕， 对饮酒过度、
呕逆不止、 心腹胀满等有较好的缓解作用。

天津 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献方

千家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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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 ③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及生活
方式的改变， 腰椎病患者发病明显
增加， 腰椎病导致的腰痛、 腰椎活
动受限及下肢疼痛、 麻木、 间歇性
跛行等不适， 让患者苦不堪言。 湖
南省地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张
件云主任医师在 30 多年的临床中，
形成了一套专门针对脊柱疾病的临
床理论体系， 尤其对于腰椎疾病颇
为效验， 帮助数千患者解除了痛苦，
挺直了腰杆。

张件云系长沙市首批基层名中
医， 研究生学历， 15 岁步入杏林，
自幼跟随系湖南省名老中医的外祖
父谭福堂先生 （已故） 辨药、 采药、
临证 、 习医 ， 练就了一番扎实的
“内功”， 后又进入省城拜师研读继
续深造。 业医 30 余载， 完整继承了
外祖父谭福堂先生 “强督益肾理论”
的学术思想， 擅于中药内服治疗内、
外、 妇、 儿相关临床疾病。

临床中， 张件云发现腰椎疾病
发病越来越普遍， 他认为， 该病主
要有局部肌肉痉挛、 炎症水肿、 椎
间盘突出、 椎体关节错位、 督弱肾
衰等几个因素 ， 病情存在反复性 、
迁延性的特点。 他经过反复研究比
对同时融合科室特有的针灸、 正骨
技术特长， 最终创新出了一套 “一
针、 二整、 三药” 的临床路径与理
论体系。 即针灸通经活络 (一针 )、
整脊手法整复滑利关节 (二整)、 中
药强督益肾 (三药)， 即可长久有效
消除腰椎病症状。

2018 年 11 月的一
天， 61 岁的王女士被
家人推着轮椅进入到
张件云的诊室 ， 即便
是坐着轮椅患者也是
手捂着腰部痛得大气
不敢出冷汗直冒 ， 张
件云见状走近边对王
女 士进行细致体查 ，
边听其及家属的细述，
了解到患者是当天起
床突然扭伤腰部引发，
初步考虑是腰椎间盘
突出症急性发作 。 张
件云和科室两位主治医师一起为其
治疗， 一番悉心准备后主治医师找
到阿是穴 （痛点） 立即针刺双侧腰
痛点， 平刺进针， 王女士疼痛即刻
得到缓解， 情绪也平稳下来； 随后
让其躺于诊疗床上， 张件云运用腰
椎定点旋转整脊手法为患者进行治
疗， 只听到几声清脆的 “咔嚓” 作
响， 王女士便能自如地起床， 且能
缓慢行走， 家人直呼神奇。 张件云
再根据其舌苔、 脉象， 考虑患者为
气滞血瘀型腰椎病， 治宜活血化瘀，
理气通络， 开活血止痛汤， 一日两
次服用。 第二日复诊， 王女士面带
微笑走进诊室， 并称几乎痊愈， 张
件云嘱咐其继续原方内服三剂后 ，
症状完全消失。

蒋先生今年 48 岁， 工作稳定，
家庭幸福， 可是反复的腰痛发作让
其痛苦不堪， 疲于应付。 后来听人

介绍前来就诊， 张件云通过详细询
问病史、 体格检查， 结合舌苔、 脉
象等考虑患者为肝肾不足型腰椎病，
治宜培补肝肾， 通络止痛， 开独活
寄生汤嘱咐病人一日两次服用， 同
时配合针灸、 整脊治疗， 每日一次。
一个疗程结束， 蒋先生腰痛症状明
显缓解， 治疗效果超过预期， 连声
感谢。 两个疗程结束后， 症状完全
解除， 随访 1 年， 未再复发， 蒋先
生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像这样
治愈成功的经典病例不胜枚举。 张
件云也特别强调， 除了急性发作期
的科学治疗外， 脊柱病患者在生活
和工作中的康复保养也很重要， 如
应避免长时间低头劳作， 腰椎不要
长期负重， 避免不正确的站立或者
坐位姿势等， 这对于预防和减少复
发非常关键。

通讯员 游雄 宋瑾

������春节期间， 亲朋团聚， 免
不了大鱼大肉， 这样易致肠胃
负担过重， 出现食欲不振、 腹
胀、 腹泻等不适。 节日期间肠
胃不适可以喝点中药茶。

腹泻喝麦芽内金茶
麦芽有消食导滞的功效，

可以解决因食积导致的吞酸、
脘腹闷胀、 腹泻等问题； 鸡内
金最擅长消米面、 薯蓣、 肉食
等各种食滞证， 有较强的消食
化积作用， 并能健运脾胃。 取
麦芽、 粳米各 30 克， 鸡内金
10 克， 茶叶 5 克， 上药一同
入锅， 用小火焙黄， 略捣碎后
放入保温杯中 ， 用沸水冲泡
20 分钟后即可当茶饮服， 频
频数饮， 喝完后可再加开水，
每日 1 剂， 连服 1~3 剂。

腹胀喝陈皮生姜茶
陈皮芳香健脾 ， 祛风下

气， 又能缓解脾胃气滞， 所含
挥发油对消化道有缓和的刺激
作用， 有利于胃肠积气排出，
促进胃液分泌， 有助于消化。
俗话说： “饭不香， 吃生姜。”
生姜含姜辣素， 对口腔及胃肠
有刺激作用， 能促进消化液分
泌， 增强胃肠蠕动， 排除消化
道中积存的气体。 取陈皮 15
克， 生姜 10 克， 将陈皮洗净，
切成细丝， 加入生姜末、 白糖
适量， 用沸水冲泡， 每日分 3
次饮服 ， 每日 1 剂 ， 连服 3
剂。

食欲不振喝山楂陈皮茶
山楂有开胃消食的功效，

特别对肉食积滞作用更好。 山
楂与陈皮共为茶饮， 可以起到
健脾胃、 理气滞、 解油腻的功
效， 对内积食滞、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脘腹胀闷有非常好
的效果。 取山楂 20 克， 陈皮
5 克， 山楂用小火炒至外皮呈
淡黄色， 与陈皮一同放入茶杯
中， 用沸水冲泡， 当茶饮服，
数次频饮 ， 每日 1 剂 ， 连服
1~3 剂。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姚家村
卫生所主治医师 胡佑志

������少商： 手阳明大肠经的
井穴。

主治： 1、 咽喉肿痛 、
鼻衄、 高热、 昏迷等肺系实
热证； 2、 癫狂。

临床应用： 感冒 、 咳
嗽、 急慢性咽喉炎等。

定位： 拇指末节桡侧 ，
指甲根角侧上方 0.1 寸。

操作： 浅刺 0.1 寸， 局
部胀痛， 得气即可； 也可三

棱针、 采血针
点刺放血。 放
血滴数根据病
情的需要辨证
论治。

宁乡市沙田乡卫生院
执业助理医师 刘江

������历节风属痹症范畴。 相当
于西医的类风湿关节炎、 痛风
之类。 此病多见于中老年人，
以男性多见。 该病初起， 四肢
历节疼痛不已 ， 渐次关节肿
大 ， 屈伸不利 ， 肿处皮肤发
红， 长久不治， 逐渐溃烂， 经
久不愈。

该病病因 ， 多因患者常
沐晨露沾湿衣裤 ， 或长期处
潮湿重地劳作 ， 以致气血亏
虚 ， 风寒湿乘虚侵入肌肤凑
理之间 ， 致使气机不利 ， 血
流迟滞 ， 经络失于濡养而疼

痛。 《内经》 云：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 又诸痛痒疮皆属
于心。 故该病治宜营养经络，
舒筋活血止痛。

主方： 活血定痛方
方药： 金樱根、 小伸筋各

50 克 ， 千年矮根 、 百节藕 、
五加皮各 30 克， 红牛膝、 小
木通各 20 克， 大血藤 15 克，
过江龙 3 条 （均系鲜品）。 黄
芪 20 克 ， 党参 、 当归各 15
克 ， 川芎 10 克 。 水煎两次 ，
早晚空腹服 1 次， 每日 1 剂。

病例： 湖南省安化县渠江

镇桃坪村张家组村民胡某，
男， 58 岁时患历节风， 周身
关节疼痛厉害， 手肘膝盖以下
至手指足趾所有关节肿如锣
槌， 卧床 3 月余不能动弹。 服
活血定痛方一个月， 即康复如
常。 现年 82岁未复发。

按： 1.凡患者久用西药 、
中成药与中药合并治疗者， 服
此方无效。

2.初起从未服过任何中西
成药与汤药之患者奇效。

湖南省安化县渠江镇医院
退休主治中医师 胡荣贵

节日肠胃不适
喝点中药茶

活血定痛方治痛风有良效

帮助脊柱患者挺直腰杆

治咽喉肿痛 少商点刺放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