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中医称为“将军之官”， 它
主要有疏泄和藏血的作用， 肝的功能正常人体便气血充
盈， 能耐受疲劳。 胆称为“奇桓之腑”， 主要有贮藏、
排泄胆汁， 对事物进行判断、 做出决定的作用。

在经络里肝与胆成表里关系， 我们常说的“肝胆相
照” 便由此而来。 肝病常常影响胆， 胆病也常波及肝，
有肝病的人更容易患上胆结石； 另一方面， 胆结石、 胆
道蛔虫或肿瘤， 也易使细菌“逆流而上”， 引起肝脏乃
至全身的感染。

经 验 谈

������耳尖穴位于耳朵上方，
向前折耳， 耳廓之尖端处是
穴 。 耳尖穴 ， 首载于明代
《太医院经验良方大全》， 为
经外奇穴 ， 主治 “眼生翳
膜”。 后世， 耳尖穴治病范
围不断增加 。 《针灸学简
编》 载， 耳尖穴主治 “眼生
翳膜、 急性结膜炎、 喉痹、
麦粒肿、 高热”。 耳尖穴治
病常采用放血疗法。

操作方法 ： 患者取坐
位， 放松全身， 调匀呼吸。
施术者先以拇、 食指指腹将
耳朵上部皮肤揉搓至发红、
发热， 然后在耳尖穴常规消
毒或凃 0.5%碘伏， 左手将
耳廓前折， 用拇指、 食指捏
起耳尖部皮肤， 右手持一次
性三棱针迅速点刺耳尖穴
1~2 毫米 ， 挤血 5~10 滴 ，
或根据体质情况， 由黑血挤
至血色变淡。
河北省退休老中医 马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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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的陈女士因咳嗽、 咽痒持续
约半年， 在这期间每隔几分钟或者十
几分钟就感觉咽痒 、 咳嗽 。 四处就
医， 诊断为咽炎， 花费不少， 但疗效
全无。 一次偶然的机会， 碰到我聊起
了这事， 我建议她做做针灸治疗， 她
听后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针灸
还能治咽炎吗？” 我告诉她， 针灸不
但能治， 而且效果还特好。 她听我这
么一说， 带着试试看的心态就来扎了
一次针。

我接诊辨证后， 运用数根毫针和
一根三棱针 ， 选取廉泉 、 天突 、 少
商、 商阳、 列缺等穴， 少商、 商阳用
三棱针点刺出血， 余穴毫针泻法， 留
针 10 分钟， 治疗就完成了。 第二天
上午陈女士见到我， 高兴地说， “针
灸还真管用， 昨晚和今天都只咳了一
次， 那就继续这样治疗吧！” 于是前
后经过 5 次治疗， 陈女士咽痒、 咳嗽
的症状基本缓解 。 我再嘱其防寒保
暖， 饮食清淡， 并注意保护嗓子， 预
防复发。

慢性咽炎是人体咽部黏膜、 黏膜

下以及淋巴组织的慢性炎症。 该病发
病率高， 主要易感人群是青壮年， 以
及以说唱为职业的相关人群。 中医认
为： 咽喉部属于肺系， 为手太阴肺经
所主 。 咽痒 、 咳嗽为其主要症候之
一， 按经络腧穴理论 “经脉所过， 主
治所及”， 通过针灸治疗， 可驱外邪、
平阴阳、 调气血而诸症自除。 具体到
临床中要注意辨证分型而治之。 实证
选取廉泉、 天突、 尺泽、 少商、 商阳
等穴 ， 少商 、 商阳以三棱针点刺出
血， 余穴毫针泻法； 虚证选取太溪、
照海、 列缺、 鱼际等穴,鱼际用毫针泻
法 ， 余穴均以毫针补法或平补平泻
法。 针灸治疗慢性咽炎效果可靠， 快
者一次见效 ， 慢者三 、 五次可见好
转。

现在许多人对针灸治疗感冒、 咳
嗽、 慢性咽炎这一类疾病的医理不清
楚而心存怀疑。 实际上， 该疗法具有
简、 便、 廉、 验的特点， 受慢性咽炎
困扰的朋友， 不妨试试。

衡东县中医医院康复科
主任 副主任医师 袁泉

������芦荟是食药两用的佳品。 将
芦荟叶中的液汁收集起来， 置锅
内熬成稠膏， 倾入容器， 冷却凝
固成浓缩的干燥品， 这就是中药
材里的芦荟。

芦荟， 性寒， 味苦， 具有清
热、 凉血、 明目、 通便、 健胃、
杀虫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热结便
秘、 妇女经闭、 小儿惊痫、 疳热
虫积 、 癣疮 、 痔瘘 、 萎缩性鼻
炎、 瘰疬等症。 下面介绍几款常
用验方：

治便秘 取芦荟 10～15 克 ，
洗净， 去刺与皮， 饭后放口中嚼
碎咽下， 每日 2～3 次。

治牙痛、 口腔炎 取芦荟鲜
叶， 洗净去刺， 每次生吃 15 克，
每日 2～3 次， 慢慢咀嚼。 还可用
痛牙轻轻咬住芦荟叶， 2～3 次就
可缓解。

治足癣 将芦荟叶削成薄片，
放入盆内， 倒入热水泡脚 20 分
钟左右， 边搽边泡效果更好。

治刀伤 将芦荟鲜汁涂在伤
口上 ， 有立即止痛 、 止血的效
果， 且不留疤痕。

治疖肿 将芦荟洗净去刺 ，
从中间剖开， 贴敷于患处， 外用
纱布覆盖固定， 待凝胶汁被完全
吸收， 疼痛、 发热即可缓解。

要提醒的是 ， 芦荟孕妇忌
服， 脾胃虚寒腹泻及不思饮食者
禁用。

此外 ， 芦荟还具有美容功
效， 有美白、 祛痘、 祛除晒斑、
保湿、 控油等作用。

天津 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方药： 车前子 30 克， 蔓
荆子 15 克 ， 百合 25 克 ， 蜂
蜜 50 克。 前三味水煎， 取汁
液， 待温热时调入蜂蜜， 搅
拌均匀， 分 3 次温服， 每日 1
剂， 连服 3 个月。

全方共奏利湿解毒 、 除
痹止痛之效， 能促进尿酸排
泄、 降低血尿酸值， 达到缓
解痛风性关节炎疼痛的目的。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姚家村

卫生所主治医师 胡佑志 献方

清热凉血话芦荟

双子百合蜜
治高尿酸症

“肝郁为百病之始”

中医养生 重在肝胆养护

慢性咽炎 针灸管用耳尖放血疗法

������中医认为 “肝郁为百病之始，
六郁之首 ” “气以壮胆 ， 邪不能
侵 ”， 民间甚至有 “百病从肝治 ”
的说法。 可见肝胆在人体的健康上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下面我们谈
谈中医如何做好肝胆养生。

作息规律护肝胆

晚上 23 点至凌晨 3 点， 人体
经络巡行走于肝胆经， 此时睡眠好
不仅能养阴， 还能阴中生阳， 因此
为了健康 ， 睡觉再晚也别超过 23
点。 如果错过了此时， 次日起床多
面色灰暗， 情绪倦怠而易烦躁， 还
可引发失眠、 头晕、 头痛、 忧愁易
思等多种神经症状。 长期熬夜耗散
肝气， 还会对老年时期的健康产生
不良影响。

五色五味养肝胆

《灵枢经》 提到 “谷味酸， 先
走肝； 肝色青， 青色宜酸； 肝病禁
辛” ,是说谷味酸的入胃后 ， 先入
肝； 青色属肝， 宜食酸味； 肝病应
禁忌辛辣之味。” 想要通过饮食养
肝 ， 可多食一些绿色蔬菜 ， 如芹
菜 、 西兰花 、 韭菜 、 绿豆 、 四季

豆、 豌豆等。 肝虚者可适当食一些
酸性食物， 如苹果、 柑橘、 山楂、
乌梅等 。 酸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
用， 适当食用有开胃、 促进消化功
能的作用。 平时也应多饮水， 减少
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

同时， 还要忌酒。 酒是行阳气
的， 而肝主阳气升发。 常饮酒易导
致阳亢阴虚， 伤肝之体。 还要避免
暴饮暴食， 克服不进早餐的不良习
惯， 以避免脂肪堆积， 进而导致胆
结石。

调理情志抚肝胆

有个成语叫 “大动肝火”， 大
怒导致肝气上逆， 血随气上溢， 造
成肝气疏泄失调。 过于冲动， 肝气
过旺则分往大脑的血量骤然增多而
易突发脑出血、 中风； 过于悲伤使
肝气过于低下， 运往大脑的血量骤
减而晕倒、 虚脱。 因此， 我们应学
会豁达 ， 保持心情愉悦 、 性格开
朗、 少动肝火。 平时多亲近大自然
界， 顺应自然， 做到平和心态。

疏通经络理肝胆

1. 肝阳上亢的人， 容易出现头

晕、 眩晕等。 我们可用 “干梳头”
的方法健脑———双手十指张开， 由
前额向后脑勺 “梳头”， 最后揉按
脖子之处， 重复做 3～5 次。

2. 敲胆经以提升人体的吸收能
力。 方法为： 每天在大腿外侧的四
个穴位点， 用力敲打， 每敲打四下
算一次 ， 每天敲左右大腿各五十
次， 也就是左右各两百下。 注意：
孕妇及老人不宜进行。

3. 爱发火或生闷气者， 可按揉
太冲穴以出气泻火。 太冲穴位于大
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的缝隙向上
1.5 厘米的凹陷处。 揉太冲穴可以
缓解肝阳上亢及肝气不疏导致的眩
晕 、 头痛 、 目痛 、 耳鸣 、 两胁疼
痛、 月经不调等症状。

4. 揉阳陵泉穴。 胆囊炎或胆结
石引起的右上腹部剧烈绞痛者， 可
用点压法止痛。 方法为： 在右小腿
外侧腓骨小头附近寻找压痛敏感
点， 此点多在阳陵泉穴上。 用大拇
指点揉按压此穴， 力度要适中， 让
穴位得气， 即产生酸胀感， 并持续
按揉 2 分钟以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普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田仁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