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泻叶泡茶喝
注意禁忌症

������夏季气候炎热 ， 热易扰心
神， 出现心烦、 易怒、 失眠、 胸
闷， 甚至心前区疼痛等， 常食竹
叶方， 可清心火， 除怒烦， 助睡
眠。

竹叶， 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
植物淡竹的新鲜叶片或初生的卷
状嫩叶， 四季可采， 宜鲜用。 有
清热除烦、 利尿清心之功， 适用
于热病伤津， 暑热伤阴所致的口
干烦渴、 心经实火， 移热于小肠
所致的尿赤口疮、 小便灼热、 淋
沥涩痛等。 鲜竹叶清心热， 清头
面风热功效较好， 尤其是本品卷
而末放的幼叶， 名竹叶卷心， 有
直折心火之功， 温病热陷心包，
或神昏谵语时宜选用本品。 现介
绍 3 则治疗方， 供选用。

竹叶莲心茶 竹叶卷心、 莲
子心各 5 克， 开水泡饮， 或水煎

取汁 ， 代茶频频饮服 ， 每日 1
剂。 可清心除烦。 适用于暑热烦
渴、 心烦失眠、 小便黄赤灼热、
遗精等。

竹叶车蓝茶 竹叶卷心、 车
前子 、 绞股蓝各 5 克 ， 开水泡
饮 ， 或水煎取汁 ， 代茶频频饮
服， 每日 1 剂。 可清心除湿， 利
尿通淋。 适用于暑热烦渴、 心烦
失眠、 头晕、 小便黄赤等。

荷叶竹叶粥 鲜荷叶 1 张 ，
竹叶 10 克， 大米 50 克。 将鲜二
叶洗净， 荷叶切丝； 大米淘净；
先将二叶水煎取汁， 去渣， 加大
米煮为稀粥服食， 每日 1 剂。 可
清热利湿。 适用于暑热病、 心烦
胸闷、 肥胖症、 脂肪肝、 高脂血
症、 高尿酸血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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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邵东桐江河畔， 有一所
国家三级中医医院———邵东市中医
医院， 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主任李
卫平每天早上来到医院， 都会有患
者排起长队等她看病。

李卫平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已有
20 多年， 为提高诊疗水平 ， 她先
后自费十多万元到山东中医药大
学、 中国科学院、 广州军区总医院
等全国多家知名院校进修学习， 跟
师龙层花、 丘雅昌、 秦保和、 李树
明等多位中医名师名家。 李卫平善
于运用龙氏治脊疗法、 董氏针灸、
刃针、 针刀、 圆利针、 颅底针法、
放血疗法以及神经触击术等综合疗
法治疗颈肩腰腿痛、 股骨头坏死、
风湿、 类风湿、 偏头痛、 中风后遗
症、 失眠、 阳痿早泄、 不孕不育等
临床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她为无数
患者解除病痛，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银针女侠”。

来自贵州 52 岁的谢先生， 在
长沙某三甲医院诊断为混合型颈椎
病， 他既有脊髓受压又有神经根受
压的症状， 走路如踩棉花一样， 右
上肢和肩颈牵及背部如刀割样疼
痛， 彻夜不能入眠， 为其接诊的医
生都建议手术治疗， 但谢先生本人
非常抗拒手术 。 几经辗转 ， 2017
年 5 月， 他慕名打听找到了李卫平
主任， 希望能保守治疗。 李卫平为
其四诊后， 经中医辨治， 决定采用
董氏针灸疗法。 董氏奇穴为山东省
平度县人董景昌先生家传绝学， 其
穴位分区为 12 个部位， 一般均取
健侧穴位， 采用宏观全息对应， 如
“等高对应” “手足顺对” “足躯
顺对” “头骶对应法” 等。 李卫平
为谢先生取正筋穴、 正宗穴、 重子
穴、 重仙穴和天皇穴， 中医认为，
肾经与膀胱经相表里， 肺与膀胱相

通， 针刺这几
大穴位可以滋
肾 水 ， 调 肺
气， 治疗膀胱
经 的 颈 项 疼
痛； 同时配合
羌活胜湿汤加
减 （主要药物
为 羌 活 、 独
活 、 威灵仙 、
秦艽 、 防风 、
葛根 、 川芎 、
当归尾、 蔓荆
子、 藁本、 甘
草） 以祛风除
湿止痛。 一个
疗程结束后， 谢先生的颈椎症状基
本得到缓解， 晚上能安然入睡， 走
路也稳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

李卫平在治疗失眠、 抑郁等其
它疑难杂症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
处。 来自隆回县的阳女士严重失眠
达 27 年之久， 基本上每天晚上只
能浅睡不到 1 小时， 四处求医未见
效， 长期服用镇静抗焦虑药物， 近
年来出现抑郁并有自杀倾向。 2020
年 5 月， 经朋友介绍， 她专程来邵
东找到李卫平主任， 李卫平运用针
灸配合刃针 ， 针灸取穴 ： 百会 、
神门 、 印堂 、 风池 、 太冲 、 合
谷、 申脉、 照海， 以疏肝解郁、 宁
心安神。 经过 3 次治疗后， 阳女士
睡眠状态明显改善， 每晚可深度睡
眠 5 至 6 小时， 处于身心崩溃边缘
的她终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李卫平在多年的临床中体会
到， 刺灸腧穴通过扶正祛邪、 疏通
经络有助于达到协调阴阳的功效，
其中调节是针灸的基本作用， 且具
有整体性和双向性的特点， 在一些

身心疾病的治疗方面有很好的效
果 。 2020 年 7 月的一天 ， 一位男
士在李卫平的诊室外面徘徊， 欲言
欲止， 面色低沉。 细心的李卫平看
到后， 耐心询问， 原来这位男士因
性生活存在问题， 夫妻感情变淡，
婚姻存在危机。 通过辨证， 李卫平
为他制定了对应的治疗方案和疗
程 ， 取穴关元 、 腰眼 、 命门 、 太
溪、 肝俞、 太冲、 期门等穴位滋阴
补肾 ， 疏肝解郁 ； 同时打开其心
结， 疏导情志。 十次治疗后， 这位
男士再来复诊， 面带喜悦， 他对李
主任说： “太感谢您了， 我又青春
焕发， 找回了初恋的感觉”。

在工作中， 李卫平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的治疗经验倾囊相授， 她带
领的针灸推拿康复科是市中医医院
的品牌科室， 在群众中有着良好的
口碑 ； 她本人也多次获得各种嘉
奖 ， 2020 年荣获邵东市 “五一劳
动奖章”， 2021 年获得邵阳市 “五
一劳动奖章” 和邵东市 “三八红旗
手” 荣誉称号。

通讯员 周小将

������番泻叶为豆科植物狭叶番泻
或尖叶番泻的干燥叶。 很多人常
自行用来泡茶缓解便秘， 在此提
醒， 番泻叶作为一种中药， 不能
滥用， 使用时需对症。

番泻叶甘、 苦， 寒。 归大肠
经。 功能泻热通便、 行水消肿。
适用于热结便秘、 腹部胀满、 腹
水肿胀。

番泻叶用于止血、 消除肠积
气， 一般用 1～3 克泡服； 其他用
法以 3～6 克为宜。 番泻叶常用沸
水 （约 80℃） 泡服， 浸泡 15 分
钟最佳； 少有水煎服， 煎煮 15
分钟有效成分浸出率最高。 长时
间煎煮可使其溶出成分改变， 对
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使血压
骤然升高或下降， 可引起死亡；
长期应用番泻叶可产生药物依赖
性， 对于习惯性便秘患者宜采用
交替用药或间歇用药 。 用量过
大， 易致腹痛、 恶心、 呕吐等不
良反应。

番泻叶使用的禁忌症有以下
几点：

1. 番泻叶性寒， 苦寒攻下 ,
对于久病体虚及老年患者慎用；
凡外感风寒、 内伤生冷， 脾胃虚
寒、 肾阳虚衰等证忌单味药服
用； 阳痿早泄患者慎用。

2. 番泻叶可使盆腔充血、 损
伤胎儿元气、 并刺激盆神经， 对
于痔疮、 月经期、 哺乳期妇女、
孕妇、 先兆流产及盆腔炎患者禁
用。

3. 味苦， 泻下作用较强， 久
服易损耗正气 ， 体虚年迈 、 久
病、 津亏便秘者应慎用； 部分性
肠梗阻患者慎用， 完全性肠梗阻
患者禁用。

4. 过敏体质者应注意严密
观察。

5. 番泻叶含有黄酮类衍生
物， 其对大脑皮质兴奋作用， 可
导致短暂脑功能异常， 因此对于
癫痫及其易感者要慎用。

6. 可强烈刺激大肠 ， 故溃
疡、 慢性胃炎及胃肠出血者禁
用。

宁夏中卫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张兴

������ “空调病”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 一是出现类似风寒感冒的头
痛、 身痛、 鼻塞等症状， 二是感到
胸闷、 心慌、 头昏、 乏力、 肢体酸
楚 、 恶心 、 欲吐 、 胃腹胀满等不
适。 喝荷藿薏仁粥， 可以治疗 “空
调病”。

处方： 鲜荷叶 100 克， 藿香 30
克 （干品 ， 鲜藿香则用嫩茎叶 50
克）， 加水 800 毫升， 煮沸后， 小火
再熬 20 分钟， 滤去渣， 取药液约
500 毫升； 用此药液与薏苡仁 100 克
煮成稀粥。 早晚各服 1 剂。 荷叶既
芳香化湿， 又清热解暑， 是解暑佳
品。 配藿香能增强芳香化湿的功效，
其性味辛温， 又能疏散外寒。 薏苡
仁健脾利湿， 使暑湿从小便而去。

河北省退休老中医 马宝山

天热心烦易怒 竹叶方清心火喝荷藿薏仁粥
治疗“空调病”

李卫平主任在为一位腰痛患者做针灸治疗。

“银针女侠”李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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