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岁的李奶奶日前在株洲市
中医伤科医院接受了髋关节置换
手术， 因术后伤口疼痛睡觉都不
安稳， 当班护士发现后， 为其行
腕踝针治疗， 李奶奶当晚便睡了
一个安稳觉。

作为一项中医特色护理技术，
腕踝针是在腕部和踝部取相应的
点， 沿肢体纵轴用银针进行皮下
浅刺治病的针刺疗法。 与普通针
刺不同， 它没有酸麻胀痛的感觉，
操作也比较简单。

腕踝针疗法是把病症表现的
部位归纳在身体两侧的 6 个纵区，
在两侧的腕部和踝部各定 6 个进

针点 ， 以横隔为界 ， 按
区选点进行治疗 。 一般
留针时间 30 分钟， 也可
根据病情延迟到 1~2 小
时， 但最长不超过 24 小
时， 留针时肢体可以适当活动。

操作具体分六步 ： 一取穴 ：
根据患者的症状选择合适位置 ；
二定位： 选取病灶相对应的穴位；
三消毒： 用 75%酒精由内向外消
毒注射部位； 四进针： 三指持针
柄， 针体与皮肤呈 30°角， 用拇指
轻捻针柄再平行进针 ； 五留针 ：
将针体留在皮下组织的浅层， 留
置长度一般为 25 毫米； 六固定：

最后加以胶布固定针柄。
腕踝针具有疏通经络、 调和

脏腑功能的作用 ， 对髋部骨折 、
急性痛风 、 类风湿关节炎 、 腰
（颈） 椎间盘突出症所致腰腿痛、
术后疼痛、 带状疱疹等急性痛症
止痛效果明显， 对焦虑、 失眠也
有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主管护师 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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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眼皮跳”
是生理性眼肌痉挛

高智颖主任介绍， 眼肌痉挛是
指眼周肌肉反复地不自主抽搐， 大
多发生在中年以后， 女性较多。 初
期多为一侧眼周抽搐， 逐渐扩展至
一侧面部， 导致面肌痉挛， 特别是
在情绪紧张时更易诱发， 严重者影
响视力、 工作、 阅读、 驾车等。 可
分为生理性眼肌痉挛和病理性眼肌
痉挛。 大多数的眼肌痉挛是生理性
的， 与用眼过度、 身体疲劳、 精神
紧张、 压力过大等因素相关， 常具
有以下特点： 一过性、 间歇性、 发
作时间短、 跳动程度弱。 病理性眼
肌痉挛是眼皮跳动时自己无法控
制， 跳动时间长， 后期可导致不能
正常用眼 。 如果通过适当闭目休
息、 保持充分睡眠、 用毛巾热敷、
做眼保健操等都不能缓解， 就要引
起重视， 考虑病理性眼肌痉挛， 需
及时就医、 治疗。

中医治疗眼肌痉挛有妙招

中医如何治疗眼肌痉挛呢?有
四个方法 ： 一是针灸疗法 。 医生
通过辨证论治， 根据患者的症状、
舌脉等做出 “个性化取穴方案 ”，
从而起到疏筋止痉的作用 。 针灸
用的银针分为很多种类 ， 用在面
部的银针更是又细又短 ， 进针的
痛感微乎其微 。 二是埋针疗法 。
针对眼肌痉挛不止的患者 ， 更适

合埋针疗法， 所用的 “揿针” 还不
及蚊子嘴长， 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
恐惧和痛感。 将它埋入穴位， 可以
让治疗时间更持久 。 三是耳穴压
豆。 在耳穴表面贴敷压丸， 持续刺
激穴位， 也是治疗眼肌痉挛的好办
法。 为什么治疗眼部的疾病要用耳
穴?其实， 耳与经络、 脏腑关联密
切， 不同位置的耳穴可以治疗不同
的疾病。 四是中药治疗。 传统的中
药汤剂无疑是治疗眼肌痉挛的经
典。

比如芍药甘草汤、 葛根汤都是
一些治疗眼肌痉挛的经典方剂。 临
床上根据患者病情进行辨证论治，
心脾血虚者可见面色萎黄、 心悸怔
忡、 头晕失眠、 舌淡苔白脉虚， 治
以补养心脾的归脾汤或口服归脾
丸； 血虚生风者可见面色少华、 头
晕目眩、 舌淡脉细， 治以养血熄风
的四物汤加味； 阴虚风动者可见腰
膝酸软、 头晕耳鸣、 眼目干涩、 虚
烦失眠、 舌红少苔脉细数， 可用三
甲复脉汤； 风痰阻络者可见头晕目
眩、 苔腻脉滑， 用半夏白术天麻汤
加味。

高智颖主任提醒， 生活中要做
到爱护眼睛， 坚持做眼保健操、 增
加户外活动时间、 注意读写习惯、
避免近距离看电子产品， 并控制用
眼时间， 这些可大大减少面肌痉挛
发生的几率； 此外， 调畅情志、 保
持身心愉悦也十分重要。

大众卫生报全媒体记者 张丽

������天气寒冷， 前来皮肤科
门诊就诊的老年患者越来越
多， 他们大多数一到冬天就
出现皮肤瘙痒， 尤其是晚上
一睡到被窝里面就搔抓个不
停， 恨不能将皮肤抓破方能
止痒， 这是常见的老年瘙痒
症。

老年瘙痒症一年四季均
可发生， 但多发生于冬季。
因为冬季气候寒冷干燥， 加
上自身皮肤干燥原因， 当身
处高温度环境时， 皮肤血管
收缩、 皮脂与汗液分泌进一
步减少刺激发生皮肤瘙痒。
中医多认为老年瘙痒症因久
病体弱， 气血亏虚， 风邪乘
虚外袭， 致血虚风燥、 肌肤
失养而引起。

治疗老年瘙痒症要仔细
询问了解病史， 寻找并去除
相关病因或诱发因素， 如糖
尿病、 尿毒症等疾病引起的
主要治疗原发病。 治疗药物
方面 ， 西药主要是对症治
疗， 口服抗组胺药如西替利
嗪、 镇静剂如安定片等， 可
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C； 外用
药物以清凉止痒为原则， 尤
其要注意涂抹保湿剂。 中医
需辨证治疗， 多以益气养血
润燥或凉血祛风止痒的中药
治疗为主。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皮肤科主任 教授 何大伟

������今年阴历为壬寅年， 即虎年， 下
面来谈一谈以虎命名的中药。

虎骨 曾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人
们耳熟能详的 “虎骨酒” “虎骨膏”
就是以虎骨为主要原料， 很多治疗风
湿的中成药中也有虎骨这味药。 虎骨
性温， 味辛， 具有追风定痛、 健骨、
镇惊的功效。

由于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签订的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规定， 虎、 象、 犀牛属濒于灭绝品
种， 禁止国际间一切商业贸易。 我国
成为这个公约的缔约国， 明令禁止出
售、 收购、 运输、 携带、 邮寄虎骨，
取消虎骨药用标准， 今后不得再用虎
骨制药， 与虎骨有关的所有中药成药
停产。

虎杖 为蓼科植物虎杖的根茎。
性寒， 味苦， 具有活血定痛、 清热利
湿、 解毒、 化痰止咳的功效， 用于治
疗风湿筋骨疼痛、 湿热黄疸、 淋浊带
下、 妇女经闭、 跌扑损伤、 水火烫
伤、 恶疮癣疾等症。

虎掌 学名天南星， 为天南星科
植物天南星、 东北天南星或异叶天南
星等的块茎。 性平， 味苦辛， 具有燥
湿化痰、 祛风定惊、 消肿散结的功
效 ， 用于治疗中风痰阻、 癫痫 、 惊
风、 破伤风、 喉痹、 瘰疬、 痈肿、 跌
扑折伤、 蛇虫咬伤等症。

虎耳草 为虎耳草科植物虎耳草
的全草。 性寒， 味微苦辛， 有小毒，
具有祛风、 清热、 凉血、 解毒的功
效， 用于治疗风疹、 湿疹、 中耳炎、
丹毒、 咳嗽吐血、 肺痈、 崩漏、 疮等
症。

虎刺 为茜草科植物虎刺的全草
或根。 性平， 味甘， 具有祛风利湿、
活血消肿的功效， 用于治疗痛风、 风
湿痹痛、 痰饮咳嗽、 肺痈、 水肿、 痞
块、 黄疸、 荨麻疹、 跌打损伤等症。

此外， 还有黑老虎、 虎皮草、 虎
皮楠、 虎石头、 虎头蕉、 虎头兰、 虎
尾草、 虎尾轮等含有虎字的中药， 各
有其适应症和禁忌症， 大家也可了解。

天津 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老年瘙痒症的
中西医治疗

其实是眼肌痉挛
中医四种方法可治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俗话说，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近日， 张女士来到长
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针灸康复科门诊就诊， 一脸疑
惑地指着自己的眼睛， “医生， 快看我的左眼皮， 跳个不停
都持续一星期了， 我是不是要中彩票了呀?” 针灸康复科主任、
主任医师高智颖仔细查看情况后说： “你这是面肌痉挛的一
种， 叫眼肌痉挛!” 高智颖主任一边安抚张女士的焦虑情绪，
一边为其进行针灸、 埋针等治疗。 第二天， 张女士眼皮跳缓
解； 经过一个疗程的针灸综合治疗， 眼肌痉挛情况基本消失。

以虎命名的中药

腕踝针———
为患者按下“止痛键”

腕踝针治疗示意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