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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中医学
“膏方养生”
单祺雯

膏，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
方，就是中医的处方。膏方是根据
人的不同体质、不同临床表现而拟
定的个体化处方，将药物煎煮取汁、
掺入辅料浓缩制成稠厚状半流质或
冻状剂型，具有营养滋补和防治疾
病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冬季是服用膏方的
最佳时节。其实，吃膏方并不仅仅
拘泥于冬天。遵循“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自然规律，依照人体在
不同季节的变化特点，一年四季皆
可服用膏方。
冬季填肾精
寒为冬季主气，寒主收引，易伤
阳气。中医认为，肾对应于冬季。
肾精充沛者精力旺盛、脚步轻快、食欲好、睡 “亦补亦治、治养结合”。专家介绍，临床上，
眠佳；而当经常出现健忘失眠、食欲不振、腰 膏方主要用于以下四大类人群：一是使用膏
膝酸软、乏力易疲、肤色晦暗无光泽时，则要 方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人群；二是平时体
警惕或是肾虚的信号，应适时进补。临床 质虚弱之人和亚健康人群，尤以 40 岁左右
上，不同体质者的肾虚，进补的药物也不 的中年人居多。虽无明确的疾病诊断，但时
同。气虚体质者神疲倦怠、动则气喘，可选 常感冒、体倦、头晕；三是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以人参、黄芪、白术等为主的膏方；血虚体质 的慢性病患者；四是大病初愈、术后、创伤后
者面色苍白、头晕健忘，可选以阿胶、当归、 康复期的人群。从这四类人群来看，前两类
白芍等为主的膏方；阴虚体质者形体消瘦、 属于“未雨绸缪”的防病，后两类则是“对症
口干咽燥，可选以生地、麦冬、沙参、龟板、枸 下药”的治病。
关于膏方的治疗价值，专家提出了运用
杞等为主的膏方；阳虚体质者畏寒肢冷、尿
“ 我出门
频遗尿，可选以鹿角胶、杜仲、核桃仁等为主 膏方治疗雾霾所致肺系病的优势。
的膏方。日常饮食中，冬天容易手脚冰凉的 诊时，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几十个出现鼻咽干
阳虚体质者不妨多吃些温补肾阳的食物进 燥、咽痛干咳、胸闷气短等呼吸道症状的患
行调理，比如羊肉、狗肉、大虾、鹿茸等，以提 者。经过总结发现，这些症状都与雾霾有
关，并首次提出了‘雾霾呼吸道综合征’这一
高人体的耐寒能力。
概念。”专家介绍，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
膏方能养也能治
膏方始于汉唐，盛于明清。
《黄帝内经》 机的整体，各脏腑经络之间相互关联。雾霾
中就有古代达官贵族用膏方养生的记载，清 侵袭人体，从口鼻而入，继而影响全身，而中
代慈禧太后更是每年服用一些膏方，以抵御 医肺系的调理注重‘治肺不独肺’，因此膏方
疾病、延年益寿。可见，膏方自古就有“补 调理由肺系入手，重在全身各脏腑机能的调
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益”的长处，但同时也体现了中医“治未病” 整，
针对雾霾损伤的膏方首先以肺、脾、肾
的健康理念。
随着现代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更多地 三脏的调理为主，使用具有补脾、益肾、宣肺
把膏方当成了滋补品，其实，这只是膏方为 功效的中药，使三脏机能旺盛，有力抵御雾
人熟知的一个方面。除了养生保健，膏方更 霾等外邪。方中还可针对性地加入某些药
是治疗多种慢性疾患的最佳剂型，正所谓 物，如桔梗、苦杏仁、前胡等，有助减轻雾霾

“三多法
三多法”
”培养幽默感
齐鹤
多讲。幽默不能光想不练，要成
为幽默的人需要练习说笑话。创作
从模仿开始，平时可以收集名人的妙
语、流行的“抖机灵”，或听相声，遇到
合适的情境，可以大胆说出来。也许
一开始抓不好节奏，但多尝试几次
后，就会慢慢知道什么类型的幽默语
更能引起共鸣、怎么说才会让人耳目
一新。别人的幽默语说多了以后，自
然而然就会产生幽默的思维方式，并
不自觉地说出有个人特色的妙言。
多笑。生活中不可能处处称心
如意，遇到令人恼火、令人泄气的事
情，生气和发怒往往于事无补。这时
可以给自己“表演微笑”，对着镜子
笑，或对着别人笑，都可以帮你平复
心情，甚至达到愉悦。来回训练几次
后，每遇到烦心事脑海就浮现自己微
笑的样子，久而久之，就不那么认死
理，心胸才会豁达，才能积极地笑看
人生。
多读。幽默需要优秀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想象力，深刻的幽默更是要
洞察力和理解力。要做到高级的幽
默，需要到浩瀚的文学作品里找素
材，以增加自己对各方面的见识、丰
富说话内容、培养智慧，听得懂别人
的弦外之音，也懂得机智地回应甚至
反驳。当年中苏交恶，前苏联外交部
部长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去接他，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所以没有铺红地
毯，也没有欢迎的人群，外交部部长
一下飞机看到这个场景，与周总理握
手时说了一句：
“北京的冬天好冷
啊。”周总理回答道：
“ 这是一股来自
西伯利亚的寒
流。”一语双关，让 心航塔台
人拍案叫绝。

对呼吸系统的伤害。
服用禁忌
中医界素有“宁看十人病，不
开一膏方”的说法，意指膏方只有
对症下药，有效成分才能充分发挥
作 用 。 在 此 基 础 上 ，还 要 服 用 得
当，才能事半功倍。因此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服用时间有讲究。一般膏方
需空腹服用。如果脾胃功能较弱，
可在饭后 15～30 分钟服用，以固护
脾胃。养心安神的膏方在睡前服
效果最好。
温水化膏口服。膏方在形态
上有软膏和硬膏两种。软膏需用
温 水 化 开 后 服 用 ，切 不 可 使 用 热
水，因为大部分膏方中都含有蜂蜜，过热会
损伤其营养。如果是从市面上买回的硬膏，
如固元膏、桂圆膏等，在食用时要充分咀嚼，
否则会增加胃的负担。
服膏方时要忌口。膏方里多为滋补类
中药，服用期间忌肥甘厚味和辛辣刺激以及
海鲜一类所谓“发”的食物，烹调时少放姜、
蒜、葱之类的调味品。服用含有人参的补气
膏方时应忌食萝卜；服用含有首乌的膏方时
忌服猪、羊血及铁剂；服滋补类膏方时尽量
减少喝茶，茶叶中的茶多酚有解药的作用，
影响膏方功效。
三类人要慎服。膏方多滋腻，易影响消
化功能，因此，肠胃功能弱的人不容易吸收
和耐受，尤其不可擅自服用，而应在医生指
导下调理好本身疾病后再服膏方。服用含
有活血化瘀成分膏方的女性经期最好停用
膏方，月经结束后可恢复服用。此外，患咽
痛、感冒、发烧等急性病期间要暂停服用。
阴凉储存。膏方均需低温保存，宜储存
在陶瓷、玻璃制品中。现在各大医院膏方多
采用真空包装，一次一小包，方便携带服用，
但须存放在通风低温处。如果是大罐包装
膏方，服用时须使用干净的汤勺取用，防止
发霉变质。

大家介绍如何用药汁热敷治
疗慢阻肺和关节痛这两类常
见冬病。
冬季寒冷潮湿天气时加
重的肩关节痛和腿部关节痛，
用药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效
的疗法。肩关节痛适合热敷
的穴位有肩髃穴、肩贞穴、肩
髎穴、肩前穴等。腿部关节适
合热敷的穴位有内膝眼、外膝
眼、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
鹤顶等。可选取黄芪、桂枝、
海 风 藤 、鸡 血 藤 各 20 克 ，苏
木、红花、仙茅各 15 克，煎煮
后取汁，晾至 40 摄氏度左右，
外敷或泡洗双腿。
药汁热敷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时间
不宜过长，建议 20 分钟左右；2.药液的温
度应以病人皮肤能忍受为度，避免烫伤，
糖尿病患者等皮肤感觉迟钝的病人尤需
注意；3.皮肤破损时不
专家建议
宜采用外敷疗法。

性学家送给女儿的忠告
李悦康

21.男人都会看色情录像，不要对此过
度解读。
22.每个月女人都会有几天性欲高涨，
其他一些日子可能会性趣寡然，这很正
常。
23.停止对自己体重的担忧，男人对伴
侣体重其实没那么在意。性感是一种心
态，
同体重大小无关。
24.如果你从不主动发起性爱，那么男
伴会认为你做爱的目的只是为了取悦
他。此外，发起性爱会让你感觉自信，这
可起到催情作用。

曹晓培
据报道，日本滋贺医科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富
含钾的食物（如柑橘、香蕉等）有助于 2 型糖尿病患
者保护其心脏和肾脏。
2 型糖友患上肾功能衰竭和心脏病的风险会升
高。为考察对钾的摄入量与这些疾病风险之间的
相关性，研究团队选取了 623 名 2 型糖友，在研究之
初他们的肾功能均正常，未服用利尿剂，也没有心
血管疾病史。研究者对其进行了长期随访。分析
结果显示，尿液中钾的排泄量较高（与从饮食中对
钾的摄入量较大密切相关）的参与者肾功能衰退速
度较慢，
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病率也较低。
发表在《美国肾脏病学会临床杂志》上的这项
研究成果强调了富含钾的饮食对于糖友营养治疗
的重要性。低钠高钾的饮食能防止糖友患上终末
期肾病和心血管疾病或延
健康饮食
缓其发病进程。

健康话题

一种方法治冬病效果好
邢丽阳
“冬病”指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
的病变，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
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胃寒症等脾胃虚寒
症类疾病。
中医上讲，
“ 温则通，通则不痛”。选
取中药煎汁内服和外敷特定穴位，通常可
以收到不错的对症治疗效果。下面就为

富钾食物保肾护心

25.性器官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因此
不要同色情片里的人相比较。
26.压力、年龄、饮酒以及多种药物都
会影响男性勃起。
27.多数男人不擅长猜测女人心思，尤
其在性方面，
要学会用语言交流。
28.性爱是俘获“女人心”的重要方式，
女人也会因为性而爱上一个男人。
29.如果没有生理上的问题，最好不要
对阴道进行整形手
术 ，否 则 性 感 受 会
私密空间
受到影响。
（3）

救心丸救不了心梗
时生

案例：李先生 53 岁，平时热爱运动，也不抽烟喝
酒。几个月前，李先生和同事一起郊游，在钓鱼时，
他突然感到胸闷，全身出虚汗，同事就近在药店买
来速效救心丸让他服下，但并无效果。同事想送他
去医院，但他觉得自己身体好，胸闷没什么大不了
的，可能是药物起效慢了点，决定再等等。直到 1 小
时后，才将他送往附近医院。经心电图检查，李先
生被诊断为严重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必须转到
大医院救治。抵达医院时，李先生已深度昏迷，生
命迹象微弱。危急时刻，医生建议溶栓治疗，家属
很快同意签字。之后溶栓取得效果，但李先生却陷
入昏迷。然而医生和家属并未放弃，将患者转到心
内科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经过不懈救治，昏迷
了 18 天的李先生终于恢复意识，最近已康复出院。
有不少人觉得速效救心丸可以治疗急性心肌
梗死，但事实上它对缓解心绞痛有一定效果，对急
性心肌梗死却“束手无策”。因此，患者若出现胸
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先兆症状时，可迅速含
服速效救心丸，同时应马上拨打 120 送医院急救，以
免耽误治疗时机。
李先生就是因为吃救心丸后等着药物起效，1
个小时后才被同事送往附近医院。而且，送去的医
院还没有救治心梗的能力，导致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被大大地耽误。马上拨打 120 的意义就在于医院能
迅速启动有针对性的急救绿色通道，赢得救命时
间。
另外，李先生能成功康复，除了与他体质较好
有关外，救治期间，家属积极配合治疗，给予医生充
分的信任，也起到至关重要
医生的话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