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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的黄女士， 最近总是反复
右上腹胀痛，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情绪刺激而发病， 她特意来到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门诊
就诊， 通过检查， 黄女士被诊断为慢
性胆囊炎。

家人介绍， 黄女士性格内向， 凡事
都默默承受， 少与人倾诉。 黄柳向副
主任医师介绍： 黄女士是典型的 “忍”
出来的胆囊炎。 情绪、 压力与胆囊炎的
发作有关， 它属于消化心身疾病。

不良情绪会引发胆囊炎吗？

人们常用 “肝胆相照” 形容彼此
亲密无间、 互相坦诚。 肝与胆是一对
“患难与共” 的 “兄弟”， 在中医里，
足厥阴经属肝络胆， 足少阳经属胆络
肝， 两者构成表里相合关系。

肝主疏泄 ， 分泌胆汁 ； 胆附于

肝 ， 藏泄胆汁 。 肝之疏泄与胆汁分
泌、 排泄互相影响。 二者协同合作，
则胆汁疏利， 助脾胃消化食物； 如果
情志失调， 肝气郁滞， 就会影响胆汁
疏利 ； 而胆腑湿热 ， 也影响肝气疏
泄， 最终导致肝胆气滞、 肝胆湿热，
引发胆囊炎。

中医对这类胆囊炎有妙招

【中药分型治疗】 这类胆囊炎常
见有肝胆气滞证、 肝胆湿热证、 肝郁
脾虚证、 脾胃气虚证等几种证型。 治
疗需根据病情急、 缓、 虚、 实， 辨证
选择相应治法。 实证者， 以祛邪为主，
如清热利湿、 疏肝利胆； 虚证者， 以扶
正为主， 如健脾益气、 养阴柔肝。

在辨证基础上， 可酌情加调畅情
志的中药， 如郁金、 佛手、 香附、 玫
瑰花、 合欢皮、 贯叶金丝桃等； 睡眠

差者， 可酌情加安神助眠的中药， 如
酸枣仁、 柏子仁、 百合、 珍珠母、 龙
骨、 远志等。

【穴位按摩】 因生气导致胆囊炎
疼痛发作时， 可先用一些简便的方法
止痛缓急， 由患者或身边的人操作。
比如， 点按胆俞穴 （在背部， 第 10、
11 胸椎棘突下凹陷中 ， 向外旁开二
横指）， 连续按摩 15 分钟以上， 疼痛
大多可缓解； 或点按阳陵泉穴 （小腿
外侧上部 ， 当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
处）， 用手垂直按下 2 寸。

【饮食调护】 患者宜低脂饮食，
忌油腻食物， 忌用熘、 炸、 煎等方法
烹调食物， 忌吃辛辣刺激的调味品，
忌食黄豆、 土豆、 红薯、 洋葱等会引
起胀气的食物。 宜少食多餐， 避免过
饱； 忌酒及咖啡、 浓茶等。

【心理疏导】 对于情绪性的胆囊

炎， 心理疏导必不可少。 可以配合移
精变气、 情志相胜等中医特色心理疗
法， 也可通过音乐辅助心身同调。

恢复期可适当运动

胆囊炎发作时， 疼痛明显者不宜
剧烈运动； 恢复期可适当运动， 如慢
跑、 散步、 游泳、 打太极拳等， 有助
于增强胆囊肌肉的收缩力， 防止胆囊
内胆汁滞留， 有利于炎症的控制和康
复。 从中医的角度， 运动可促进全身
气血运行 ， 有助于肝胆之气疏泄条
达， 使胆汁分泌、 排泄正常， 减少胆
囊炎的发作。 同时， 运动也是一种移
情易性的方法， 患者可借此排解不良
情绪， 并转移对症状的注意力， 减轻
自我不适的感觉。

（据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公众号）

本报讯 （通讯员 周丽湘） 为助
力实现健康中国目标， 中国营养学会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人体营养
评价和膳食管理 ” 培训班 ， 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长沙举办， 来
自上海、 青岛、 安徽、 湖南等地疾控
中心、 大专院校教师、 医院、 健康管
理中心、 食品相关企业营养专业工作
者近百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让营养科技工作者
在营养筛查与评估的基础上， 在对重
点人群 （婴幼儿 、 孕妇乳母和老年
人 ）、 慢性病人群 （肥胖 、 糖尿病 、
肿瘤康复期等） 的膳食指导、 运动与
营养改善等实用技能水平和专业水准
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湖南省营养师工
作学会专家委员会的唐大寒教授、 朱

旭萍教授、 张红辉教授、 刘爱苹执行
理事长以及中南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
系秦虹教授等奉献了精彩的课程。

培训由中国营养学会主办， 湖南
省营养师工作学会协办 。 为做好服

务， 湖南省营养师工作学会成立了志
愿者工作小组， 学员遇到问题都通过
线上提要求线下志愿者落实解决， 学
员们反映， 整个学习过程效率高， 收
获大。

秋冬干燥多风。 皮肤容易起屑发
痒、 头发变得干枯无华……如何让自己
活得更 “滋润”， 养血润燥最为先。

养血润燥 秀发不再“下雪”

最近小梅的头皮总是痒， 她禁不住
要挠， 头皮屑落满两肩， 让人挺尴尬。
而严重的断发、 脱发更令她担心不已。

养生指导 秋冬是脂溢性皮炎好发
的季节。 由于天气渐凉， 毛孔收缩， 皮脂
排除不畅， 反令毛孔堵塞。 加之葱蒜、 火
锅、 烧烤、 动物脂肪等摄入增多， 增加了
皮肤的代谢负担。 推荐“养血润燥汤”： 制
首乌、 当归各25克， 丹参、 白藓皮、 黄芩、
杏仁各15克， 升麻10克， 生甘草3克。 每日
1剂， 水煎 2次， 共取汁 250毫升， 分 3
次温服。 制首乌、 当归、 甘草养血润燥；

丹参活血通络、 祛淤生新； 白藓皮、 黄芩
清热； 杏仁润燥泽肤； 升麻清热解毒。 最
适于干性、 脂溢性皮炎血虚风燥症。

养血润燥祛风
让皮肤瘙痒说“拜拜”

每年的秋冬季夜晚， 刘大爷总是
被皮肤瘙痒折腾得整夜难眠。 越抓越
痒， 越痒越抓， 苦不堪言。

养生指导 秋冬季皮肤瘙痒困扰着
许多中老年人。 痒在中医属于“风证”，
中医理论提倡“治风先补血， 血行风自
灭”， 血液充足， 末梢供血良好， 皮肤干
燥自然可以得到改善。 不妨选择温和的养
血润燥药物调适身体， 如当归、 黄芪、 地
黄、 茯苓、 冬虫夏草、 人参、 川芎等， 让
血液循环顺畅、 气血调和。 适度的运动也

很重要， 可以提高身体的代谢率， 促进末
梢血液循环， 改善皮肤瘙痒症状。

养血润燥膏 养颜又祛病

每逢秋冬季， 面部皮肤易缺水、
泛黄， 是许多爱美人士的烦恼。

养生指导 取阿胶 250克， 黑芝
麻、 核桃仁各 500克， 去核红枣 750克，
冰糖 250克， 均打成粗粉后拌匀。 再倒入
黄酒 1000毫升， 拌匀后， 盖好入锅隔水
蒸。 大火蒸 15分钟后转小火蒸一个半小
时。 放凉后冷藏保存。 每日 1至 2次， 一
次一勺。 阿胶、 红枣可补血； 黑芝麻、 核桃
仁能补肾； 冰糖润燥。 坚持服用可使头发乌黑
坚韧， 面部无斑， 美容养颜。 对于老年人， 其
补血、 补肾及治疗咳喘的效果也很好。

（据 《大众卫生报》）

天干物燥
快给嘴唇做个保养

冬季悄然而至 ， 到了冬天 ，
你会穿上厚重的棉衣、 保暖的棉
鞋， 戴上漂亮的围巾、 实用的手
套。 但当你那 “红苹果” 般的小
脸上， 一张干涩的嘴唇， 不时还
会撕掉一块皮， 你还会觉得自己
美丽 “冻” 人吗？

其实很多人会忽略对口唇的
保护， 一般嘴唇干涩是因为气候
干燥、 缺水。 其实冬季护唇方法
很简单， 记住以下三个保养小妙
方， 这个冬天让你的嘴唇美丽红
润：

多吃些富含维 C、 E 的水果
(比如柠檬 、 猕猴桃 、 鲜枣 、 柚
子、 番茄、 草莓 ) 和蔬菜 (紫甘
蓝 、 黄瓜 、 西红柿 、 菠菜 )， 用
口服的方法以补充皮肤所需要的
营养， 从身体内部做好皮肤的滋
润。 配合使用持久滋润类型的润
唇膏、 唇膜， 从外部做好皮肤的
滋润。

注意平时的保养。 切记千万
不要用手去撕掉干燥的脱皮， 有
可能会将唇部撕伤， 同时你手上
的细菌也会趁机侵入。 可以先用
温热毛巾敷 3 至 5 分钟， 让嘴唇
湿润后用柔软的刷子轻轻刷掉唇
上的死皮， 再涂润唇霜加以保护。
嘴唇发干时， 尽量不要涂口红， 或
者你可以先涂有滋润作用的润唇
膏打底， 上完口红后涂上唇蜜 ，
会让你的口唇颜色更加紧实。 嘴
唇干燥或已有起皮的人， 不可以
吃辛辣、 油炸、 烧烤等食物。

（据 《北京青年报》）

气得肚子疼， 也许是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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