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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方养女性气血
●黄 青
让自己面若桃花、充满活力是每位
女性的心愿。然而，生活、工作的压力
让很多人出现气虚、血虚，甚至气血两
虚，面如土色、精神不振。本期，我们为
女性读者介绍三个小验方，帮助大家滋
补身体，
调养气血。
人参花煲汤补气
一些女性常感到全身乏力、精神萎
靡，走点路、干点活就气喘吁吁，这是气
虚的表现。在此推荐一个小验方：取核
桃仁 100 克、猪腿肉 400 克、淮山药（干）
25 克、芡实 50 克、人参花 3~5 朵。将核
桃 、淮 山 药 、芡 实 、人 参 花 洗 净 ，沥 干
水。猪腿肉斜切片，放入滚水中，大火
煮 3 分钟，取出。加适量清水用大火煮
开，放入猪腿肉、核桃仁、人参花、淮山药、芡
实、生姜片，用中火煮 40 分钟，加盐调味即
可。
其中，人参花又叫“神草花”，不寒不燥，
可以补元气、养脾胃、安神益智，素有“绿色
黄金”之称。
《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花“主
补五脱，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
目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人参花大补元气
的效果堪比人参，又没有容易上火的弊端。

桃花蜂蜜水补血
女性有脸色发黄、缺少光泽、皮
肤干燥、头发干枯、口唇和指甲发白
等表现，一般可认定为血虚，就是体
内的精血少了，全身脏腑经络得不到
充 分 滋 养 ，类 似 于 西 医 所 说 的“ 贫
血”。可用桃花蜂蜜水缓解：取 3~5 朵
干桃花放入杯中，温开水冲泡后，加
入一勺蜂蜜，
搅匀饮用，
一周两次。
方中，桃花具有活血化瘀、止痛
的功效。名医陶弘景曾说：
“ 服三树
桃花尽，面色红润悦泽如桃花。”说明
桃花发挥补血效力后，能让肌肤白里
透红。现代药理研究显示，桃花能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组织中黑色素
不仅如此，人参花还富含一种锗元素，具有 的过度堆积，促进皮肤细胞新陈代谢，改善
极好的活性，可以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改 肌肤状态。蜂蜜味甘，有补中、解毒、润燥、
善机体内部环境，维持人体正常新陈代谢， 止痛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桃花蜂蜜水平
避免细胞老化，
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时一周两次即可，且经期不要饮用，否则会
猪腿肉皮厚、瘦肉多、筋多、胶质重，脂 引起月经量增多。
肪含量少，高蛋白，且富含维生素。中医认
如果因血虚导致面色暗沉，也可尝试将
为，猪肉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核 3 朵桃花磨碎成细粉，与 15 克白芷粉均匀混
桃仁补肾固精。山药、芡实则具有益肾固 合，每晚洗脸擦完晚霜后，将养颜粉薄薄敷
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功能。
于面部，
然后入睡即可，
早上起来正常洗脸。

菊花谷精草清肝明目
●庹玲玲
读者齐女士咨询：最近我工作压力
很大，每天对着电脑，眼睛总是感觉干
涩、瘙痒。医生给我开了一个清肝明目
的方子：取菊花 30 克，谷精草、木贼、决
明子、泽泻、女贞子、旱莲草各 15 克，夏
枯草、枸杞子、甘草各 10 克，羚羊粉（冲
服）1 克。将药材用冷水浸泡 30 分钟
后，武火煮沸，再用文火煎煮 20 分钟，
每剂煎煮 2 次，取汁混匀，分早中晚三
次，于饭后 30~60 分钟左右温服，每天 1
剂。请问专家此方机理何在。
专家解答：
“ 肝开窍于目”，肝脏可
以滋润眼睛，所以需清肝明目的方子。
此方中，菊花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
的功效。
《本草纲目》记载，菊花既能疏
散外袭内生之风，又能清泻肝经挟风之
热，为治疗肝经风热、目赤目痒的要药，
为君药。谷精草可祛风散热、明目退
翳。
《本草纲目》中描述谷精草“治头风
痛，目盲翳膜，痘后生翳，止血”。木贼
具有散风热、退目翳的功效。决明子是
清热明目、润肠通便的常用药。夏枯草
具有清肝明目、散结消肿的功效。泽泻
利小便，清湿热。女贞子、旱莲草、枸杞
子可滋补肝肾、明目。整体来看，谷精
草、木贼疏风热以明目，决明子、夏枯草
清肝热以平肝，再以女贞子、旱莲草、枸
杞子与泽泻相配，辅助滋肝肾之阴，泄
虚火。再佐以羚羊粉平肝熄风以明目，
甘草调和诸药。诸药配伍，可疏风清肝
明目。若热盛，加黄芩、龙胆草、蒲公
英；瘙痒可加白僵蚕、蝉蜕、白蒺藜；风
盛可加荆芥、防风、蔓荆子等。
近来有不少人说，自己经常感到腹部疼
痛，生气、激动时尤为明显，伴有频繁腹
泻。临床上不乏此类患者，如果持续或间歇
出现腹痛、腹泻、便秘等状况 3 个月以上，
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就要怀疑是否患了肠易
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
功 能 性肠病，症状是腹痛、腹
胀、排便习惯及大便性状改变，
分为腹泻主导型、便秘主导型、
腹泻便秘交替混合型，检查结果一般无病理
性改变。本病区别于其他疾病的特点是：发
作时间长，患者出现 3 个月、半年以上的慢
性反复腹痛，疼痛区域多在左下腹，脐周也
可能疼痛。发作时，排便频率异常 （每周少
于 3 次或每日多于 3 次），便后症状即可缓
解。白天明显，夜间睡眠后减轻。
中国肠易激综合征的患病率约为 5%~
7%，各年龄段都可发病。中青年群体工作

猝死偏爱四高人群
●李敏
新闻上时常有报道，一些身体健康的
人突然间就猝死了；生活中也会听身边的
人说起，昨天和他聊天吃饭时还好好的一
个人，怎么突然就走了……
猝死离我们并不遥远，要预防心脏性
猝死，关键是识别出高危人群。目前认
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体重的四
高人群是猝死高发人群，需要特别注意预
防。这些人务必牢记以下几点：
1. 定期体检，如出现心脏病的早期信
号，尽早就医。2.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要规律作息、情绪乐观、加强运动、避免过
度劳累和情绪激动、充分休息、合理膳食、
限盐限糖、减轻体重。3. 积极控制三高和
肥胖等危险因素，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应
用相应药物。

慢性鼻炎，
熏蒸苍耳子辛夷
●郭旭光
读者卢先生咨询：我受慢性鼻炎困扰
方中，苍耳子、辛夷二味药入肺经，都
多年，多方治疗未愈，非常苦恼。最近天气 擅长通鼻窍、散风寒，前药对金黄色葡萄球
变冷，鼻炎又犯了，朋友给我推荐一方：取 菌有抑菌作用，后药有收敛鼻黏膜的功效，
辛夷、苍耳子、细辛、薄荷各 15 克，玄参 20 对急性鼻炎、肥厚性鼻炎、下鼻甲肥大、过
克，甘草 10 克，加水 500 毫升，煎沸后，熏蒸 敏性鼻炎等疗效显著，为主药。
《本草纲目》
鼻腔至药液变凉。我照方使用 5 剂后，感 中说：
“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能助胃中
觉鼻塞、流涕症状明显减轻。想请专家点 清阳上行，所以能温中，去面目鼻之病”。
评一下此方机理何在。
《本草求真》中说：
“ 辛夷花辛温气浮，功专
专家解答：慢性鼻炎为临床常见病、多 入肺，解散风热，治风热移脑，鼻多浊涕，风
发病。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鼻塞、分泌 寒客于脑之鼻塞头痛及目眩齿痛，九窍不
物增多、鼻黏膜肿胀或增厚等症状。本病 利等”。细辛助其开窍止痛之功；薄荷味辛
在中医中，属于“鼻窒”范畴，发病关键在于 开窍，芳香化浊；玄参清热凉血、解毒养阴；
肺、脾气虚。肺气虚弱，则易受外邪，反复 甘草一可解毒，二可调和诸药，具有抗菌消
感受风邪就会导致风邪恋肺，上扰鼻窍，使 炎、消肿、止痛、收敛黏膜及降低渗透性等
鼻塞不畅；或脾胃素虚，气血运行不畅，复 作用。诸药合用，可以疏风散寒、行气通
感外邪，就会使气血凝滞，鼻塞流涕，形成 络、消炎通窍，
对慢性鼻炎有较好的疗效。
慢性鼻炎。
压力大，多有不良生活习惯，患病率高达
15%。女性相对多发，男女比例约为 1:2。
老年人群中也有发生，但随着年龄增长有
下降趋势。本病不会危及生命，但持续时
间长，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很多患者被腹

神创伤的人容易患病。有痢疾、肠炎等肠道
疾病史者也是易发人群。急性肠道感染后发
生肠易激综合征的几率大大增高。
本病主要依靠症状诊断，并通过结肠
镜、大便化验等检查来排除器质性病变。无
需手术治疗，一般针对不同症状
综合用药治疗。缓解腹痛、止泻
的药物可抑制肠道蠕动。润肠通
便药物可促进改善肠道运动，缓
●水 欣
解便秘。除了针对症状用药外，
部症状长期困扰，情绪一激动、一生气， 还可使用益生菌、抗生素改善肠道的环境。
就容易腹痛；不能久坐，不敢出远门或坐 医生还会用药降低内脏神经的敏感性，并配
长途汽车，久之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心 合心理治疗。
理疾病。
专家建议，患者要调整好生活、工作节
专家表示，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机制还 奏，合理应对压力，保持心理健康。避免食
不太清楚，和胃肠动力异常、内脏感觉异常、 用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食品，敏感体质者
脑肠调控异常、炎症和精神心理等有关。很 要根据体质调整饮食的类型、温度。保持个
多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对肠道信号的处理和调 人清洁卫生，规律生活。病情严重时尽快就
节异常，肠道比一般人更敏感。幼时有过精 诊，
不要忽视疾病，随意服药。

老拉肚子要做结肠镜

“白领关节炎
白领关节炎”
”悄然袭来
●王美美
关节炎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名词”，它
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关节炎常在 25~
50 岁间发病，日趋年轻化，以女性居多。
除生理差异外，这与年轻人的一些坏习惯
有关。
1.不注意保暖。不少人秋冬时节还
穿短裙、在冷风中露脚踝、穿露脚背的鞋
子等，易导致滑膜炎、膝关节炎等。2.常
穿高跟鞋，导致膝关节磨损。3.缺乏锻
炼。多数白领上下班乘车、坐电梯，周末
多用来加班或睡懒觉，很少锻炼，骨骼、关
节、肌肉强度不够。肥胖者更是如此。4.
运动不当造成损伤，无节制登山导致软骨
过度磨损。5.青少年长时间伏案写作业，
脊柱压力大，过早引发关节劳损。
建议白领群体，一要加强锻炼，选择
平地进行的非负重运动，比如慢跑、骑自
行车、游泳等；避免跳跃动作，防止软骨磨
损和微骨折。二要保持正确姿势，选择硬
椅子，腰部与椅背相贴。三要穿暖和点，
避免受风受凉。四要均衡营养，胖人要减
重。五要准备一双运动鞋，上下班途中穿
着；工作期间若感到足部疲劳也应立即换
上。六要预防上呼吸道感染，远离类风湿
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