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阎河

近日，记者在市中医院采访时路
过制剂中心，一股浓浓的药香扑鼻而
来，于是便找到药学部主任李娥简单
聊了几句。在得知制药人员每天都要
为患者加工水泛丸后，记者决定到现
场参观一下。

“别看这一粒小小的水泛丸，制作
起来可是大有讲究。首先是选取药
材。我们用的都是道地的精选中药饮
片，一定要确保药效。比如连翘，就
有青翘和老翘之分；公英，采摘的时
间不一样，药效也不一样；黄芩，只
有蒸后切制才能确保疗效，若用冷水
浸泡，有效成分就会被里面所含的一
种酶分解丢失而失去疗效；金银花，
必须在晴天采摘，最好还是含苞待放
的花蕾。其次，在粉碎药材时，要注
意药材的粉碎细度。用细粉泛丸，泛
出的丸粒表面细腻、光滑；药粉粗的
话，则泛出的丸粒表面粗糙，有花斑
和粗纤维。第三，不能为了便于加工
或追求外表美观，往里面加黏合性辅
料。因为这样做不利于人体吸收，不
能保证药物疗效，让原本在胃里面就
崩解的药丸到了肠道才能被崩解，甚

至排出体外还未崩解。”李娥向记者介
绍。

走进制剂中心，记者看到里面有
几台热风循环烘箱。打开烘箱门，里
面一层层都是待加工的中药饮片。李
娥说：“从药房取回来的中药，都要
在烘箱里烘干去除水分。”再往制剂
中心里面走，看到几个盛药的托盘上
放着已经粉碎好的中药细粉，上面标
注有患者的姓名和要加工的剂型。李
娥说：“这都是按照规定的细度粉碎
的。”

这时，制药人员罗红丽正在准备
加工水泛丸，李娥笑着说：“罗红丽可
是河南中医药大学制药专业的高才
生，制药技术娴熟。”只见罗红丽先将
药粉均匀地撒在制作水泛丸的糖衣锅
内，然后在糖衣锅自动旋转时，不断
向里面喷洒纯净水，使药粉全部成湿
润的小颗粒，再加入少量细粉，继续
滚动一定时间，使小颗粒坚实、微
密。之后，再喷水撒粉，反复进行操
作，小药丸就有了一个雏形。李娥
说：“这在加工过程中叫起模。等到药
丸慢慢变大之后，再进行分档处理，
继续反复操作，待到丸粒均匀一致才
可出锅。最后，还要放到烘箱里烘
干，烘干后按医嘱分装即可。”

李娥告诉记者，市中医院在为患
者加工水泛丸时，全部以 《中国药
典》《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 为依

据，遵古炮制，依法炮制，在继承古
人传统炮制方法的基础上，去粗取
精，让中药发挥最大的功效。

精心制作水泛丸
——中医绝技探访之三十八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一年
一度的传统节日腊八节。当日，家家
户户都会煮香甜的腊八粥。市中医
院药学部主任李娥介绍，制作腊八
粥选择食材有讲究，尤其是具有食
疗作用的食材，要根据自己的身体
状况选用。

一般家庭在煮粥时，常用到粳
米、糯米等主材。粳米含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等成
分，可补中益气、养脾胃、和五脏、
除烦止渴、益精。糯米具有温脾益气
的作用，适于脾胃功能低下者食用，

对于虚寒泄利、虚烦口渴、小便不利
等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中医认为，
薏米可健脾、清热、渗湿，有预防高
血脂、高血压、中风及心血管疾病的
功效。如果家中有高血压患者，在煮
粥时不妨加点薏米。

花生、核桃、龙眼肉、红枣、莲
子、栗子等都是腊八粥常用的辅材，
这些辅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李娥说，
花生可润肺、和胃、止咳、利尿等，
核桃仁可补肾纳气、益智健脑、强筋
壮骨，龙眼肉可养心安神，莲子可补
气健脾，大枣可益气养血，栗子可补
肾益气、治腰酸腿软，辅材不同，功
效也不同，可选择适合自己的。

血糖高可在粥里加点燕麦。燕

麦可降低胆固醇值，在碳水化合物
食品中添加燕麦可抑制血糖值上
升，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合并心
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妨在煮粥时加
入燕麦。荞麦有加强胰岛素合成的
作用，在临床上用于糖尿病患者的
营养治疗，糖尿病患者在煮粥时可
选燕麦和荞麦作为主材。黄豆含蛋
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粗纤维
及各种微量元素，赤小豆可健脾燥
湿、利水消肿，心血管病患者在煮
粥时可适当加入黄豆和赤小豆。

煮腊八粥要选择适合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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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元穴

补肾固元还防寒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时下，正值数九寒冬，很多人手脚冰
凉，其实这是阳气不足的典型表现。此
时，不妨艾灸关元穴。艾灸关元穴可补肾
固元、防寒，帮助激发体内的阳气。本
期，本报《“穴”看中医》栏目特邀市中
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中医师高航，给大家
详细介绍这个神奇的保健要穴。

“从字面意思来看，‘关’就是关上、
闭藏的意思，‘元’就是作为万物生长根
本的元气，包括元阳和元阴。关元穴就像
一扇门，将元气锁在体内不让它溜走，关
元穴是男性用来储存精气、女性用来积蓄
气血的地方。对男性来说，按揉关元穴可
以缓解肾虚、腰酸等症状。对女性来说，
按揉关元穴可以治疗和缓解很多妇科
病。”高航说，“古今医学家都认为，关元
穴是一个能起死回生的重穴，并且刺激关
元穴的重要手段就是灸。相传，南宋有个
江洋大盗王超，得一高人指点，在每年夏
秋交替时，用艾条灸关元穴，久而久之，
其冬不怕冷、夏不怕热，几日不吃饭也不
觉得饿，脐下总像有团火。”

高航介绍，关元穴在脐下3寸，采用
仰卧的姿势，将手四指并拢，置于脐下横
量，在手小指的下缘处即是关元穴。中医
认为，关元穴具有培元固本、补益下焦的
功效，通过按摩、振动和艾灸这个穴位，
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中医认为，元气禀于先天，藏在肾
中，又依赖后天精气充养，主要功能是
推动人体的生长和发育。刺激关元穴，
可以使肾气活跃，补充肾气。打个比
方，元气就像是父母留给我们的一笔遗
产，它的多少是一定的，我们每天都取
出一笔使用，时间一长这笔遗产就被使
用殆尽。”高航说，“怎么让这笔遗产的
数目不至于减少太快呢？一个重要的方
法就是努力挣钱，存一些钱供自己使
用。刺激关元穴的作用就相当于给自己
存钱，自己存的钱多了，对这笔遗产的使
用才能减少。”

高航指出，当下很多人都在追求食补
或者药补偏方，来壮阳补肾、益气补肾。
其实，按揉关元穴就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按揉关元穴前，要先搓热手掌，将掌心对
准腹部的关元穴做搓揉的动作，由轻到
重，直到感觉发热。当然，如果有条件，
也可以用艾条灸关元穴，每次灸的时间一
般控制在 10～15 分钟，以局部潮红为
度，可隔日灸1次。

数九寒冬
养胃先暖胃

本报记者 孙阎河

近日，致电本刊热线咨询冬季如何养
胃的人较多。为此，记者找到了市中医院
肝胆脾胃科副主任赵秋升。

听了记者的来意，赵秋升说：“天气
寒冷，而胃喜暖怕冷，当胃脘受到冷空气
刺激时就会产生不适，容易犯胃病，尤其
是脾胃虚寒或者有老胃病的人。特别到了
岁末年初，工薪族难免熬夜加班，三餐也
不规律，影响肠胃功能，引发胃病。”

赵秋升进一步解释：“胃喜暖怕冷，
喜润恶燥，时值数九寒冬，胃部受凉后会
使胃的功能受损，所以要注意保暖。尤其
是注意胃部和腹部保暖，可以穿一件保暖
效果好的内衣，以防冷空气侵入。睡前最
好用热水泡脚，可起到暖胃的作用。在温
度低的地方，可以准备一个方便携带的暖
水袋，给胃部取暖。此外，食物要以清、
软、松为主；进餐要科学，宜坐着吃饭，
不宜站立或蹲着吃；每餐食量适度，每日
三餐定时，到了规定时间，不管肚子饿还
是不饿，都应主动进食；饭只吃七分饱，
避免过饥过饱或暴饮暴食，改掉饥一顿饱
一顿的饮食习惯，使胃保持有规律的活
动。”

赵秋升建议，冬季可多吃点小米。小
米又名粟米，中医认为，小米性平味甘，
有健脾和胃、除烦止渴、补肾清热的功
效，小米熬粥是治疗脾胃虚弱、食欲不
佳、产后虚弱、年老体虚、精血亏虚的滋
补佳品。另外，还可多吃点南瓜。《本草
纲目》 记载，南瓜性温味甘，可消食健
胃。南瓜中含有的果胶不仅可以保护胃肠
黏膜不受刺激，还可以促进肠胃溃疡部位
的愈合速度。

生姜既是一味中药，
又是家中常用的食材。生
姜有哪些药用价值？食用
时又有哪些宜忌？近日，
记者邀请市中医院药学部
主任李娥，对生姜进行详
细介绍。

生姜又称姜根、百辣
云、勾装指、因地辛，性
温味辛，主要功效有解表
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
咳，常用于风寒感冒、胃
寒呕吐、寒痰咳嗽等症。
临床上，不同的使用方法
具有不同的药用价值：生
姜皮性辛凉，可治皮肤浮
肿，行皮水；生姜汁辛
温，辛散胃寒的力量较
强，多用于治疗呕吐等
症；干姜辛温，温中散寒，
回阳通脉，温脾寒力量大；
炮姜味辛、苦，走里不走
表，温下焦之寒；煨姜性
温，味苦，温肠胃之寒。

近年来，生姜红枣
茶、红糖姜汤、姜糖糕等
生姜产品备受青睐，很多
人长期食用。李娥提醒，
生姜性温，不宜一次食用
过多，痈肿疮疖、目赤内
热、便秘、痔疮患者不宜
食用生姜及其制品。需要
注意的是，腐烂的生姜中
含有黄樟素，可使肝细胞
变性、坏死，诱发肝癌、
食道癌等，千万不可食
用。本报记者 梁智玲

本报记者 朱传胜

眼下，正值数九寒冬，脑中风进
入高发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脑
中风 80%以上发生在冬季，已经成为
中老年人冬季的流行病。为啥脑中风
在冬季是高发期？中老年人应该如何
进行预防？近日，《中医健康会客厅》
邀请市中医院人民院区脑病科西区主
任宋汉秋，给大家介绍一下冬季如何
防治脑中风。

主持人：宋主任，请您给大家介
绍一下脑中风，为啥脑中风在冬季是
高发期？

宋汉秋：脑中风又称脑卒中，是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脑血管功能障碍引
起的相关症状，包括脑梗死和脑出
血，临床表现为患者突然意识丧失、
偏瘫、偏身感觉障碍、言语困难、头
痛、头昏等。近年来，脑中风在我国
的致死率、致残率均居第一位，高于
癌症和冠心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全世界每6个人中有1个人可能罹
患脑中风，每6秒钟有1个人死于脑中
风，每6秒钟有1个人因脑中风永久致
残。

脑中风不仅给一些逃过生死劫的
患者带来了后遗症，也给其家庭及社
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充分认
识脑中风的严重性，提高脑中风的治
疗与预防水平，降低脑中风的发病
率、致残率和死亡率是当务之急，也
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头等大事。在我看
来，脑中风之所以在冬季高发，主要
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高血压或脑动
脉硬化患者血管比较脆弱，弹性降
低。冬季气温变化大，血压突然升高
易导致高血压或脑动脉硬化患者发生
脑出血。二是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人

体新陈代谢缓慢，且空气干燥，使血
液黏稠度增加。三是天气骤冷，可诱
发心脑血管收缩，易导致血管阻塞。
因此，冬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尤其
是老年人，血管较硬，缺少弹性，一
旦血液流动受阻，加上冷空气的刺
激，易引起血压流通不畅，引发脑中
风。由此可见，在冬季向中老年人加
大宣传脑中风的预防知识非常重要。

主持人：在冬季，中老年人该如
何预防脑中风？

宋汉秋：其实，脑中风也是一种

生活方式病。预防脑中风，改善生活
方式是关键。大家可以通过改变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主动地控制危险
因素，从而达到使脑血管疾病不发生
或推迟发生的目的。冬季，中老年人
应该如何预防脑中风？我建议中老
年人应该做到五点：一是避免血压
波动较大。血压波动较大的高血压
患者尽量服用长效降压药物，老年
患者可能需要两种以上降压药联合
应用才能控制血压，并且要注意调整
心态，保持心情愉快。二是注意保

暖，适当运动。血管尤其是冠状动
脉，冬季寒冷时容易收缩、痉挛，发
生供血不足，可能导致栓塞，所以要
注意保暖。冬天，老年人除了根据气
温 的 变 化 及 时 增 减 衣 物 避 免 受 凉
外，起夜时更应注意保暖。老年人运

动量不宜过大，量力而行，可适当快
走、慢跑等。每日晨练应在太阳出来
后，这时气温会有所上升，从而避免
因冷空气刺激使血管骤缩诱发心脑血
管疾病。三是适量饮水，降低血液黏
稠度。冬季是一年中比较干燥的季
节，再加上冬季供暖，房间内空气湿
度不够，喝水量不够会使血液中的水
分不足，增加脑中风概率。此外，
夜间人体血流缓慢，老年人晚上不
宜 过 多 饮 水 ， 睡 前 可 喝 一 杯 温 开
水。四是合理饮食。冬季餐桌上各
种肉类食品明显增多，容易造成血脂
在短时间内增加，血液的黏稠度随之
增加，诱发急性脑梗死。因此，应少
吃肥牛、肥羊、肥肠等，可多选择鱼
类等海产品，平衡膳食。五是要注意
脑血管疾病的基础预防。

主持人：宋主任，中医防治脑中
风有哪些优势？

宋汉秋：中医防治脑中风有自己
独特的优势。在预防上，可以根据患
者的体质特点进行治疗，如气虚体
质、血瘀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
等，可以区别用药，促进人体内环境
的平衡，达到预防脑中风的目的。在
治疗上，中医根据患者的个体体质差
异和病症所处的分期辨证用药，同时
采用针刺、艾灸、推拿等方法，能够
达到独特的疗效。目前，该院脑病科
被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确定为焦作市中
医脑病专科诊疗中心。

上图 宋汉秋在给患者把脉。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冬 季 谨 防 脑 中 风
——对话市中医院人民院区脑病科西区主任宋汉秋

生 姜

李娥正在检查炮制的中药。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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