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昨日，记者到市中医院人民院区康复
科采访，一进康复科大厅，就听见一阵急
促“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循着
声音找去，只见该科医生吴绪海手里拿着
一个棒状的器械正按在患者的腰部，声音
就是从这个小器械发出的。

“这是啥？”记者好奇地问。
“体外冲击波，是介于保守治疗和开

放手术治疗之间的一种治疗骨骼肌肉软组
织疼痛的全新疗法。”抬头看到记者，吴
绪海笑着说，“这种疗法具有非侵入、无
创伤、高疗效的特点，被称为‘不流血的
手术刀’，是一种通过物理学机制介质，
也就是空气或液体为传导的机械性脉冲压
强波。它可以通过改变伤患处的化学环
境、破坏疼痛受体的细胞膜、诱发内腓肽
产生等，达到镇痛目的，具有疗效确切和
效率高的优势。”

“咋样，啥感觉？”记者问正在接受治
疗的患者。

“还可以，挺舒服的，已经治疗好几

次了，加上中药熏蒸，现在感觉腰痛的症
状轻多了。”患者开心地说。

“这‘哒哒哒’的声音是冲击波发出的，
人体基本没有太多的感觉。另外，这种疗法
无感染风险、副作用小，除了空腔脏器和
靠近大神经、大血管、脊髓或头部周围的
区域，其他方面的治疗区域几乎没有限
制，非常适合肌肉、筋膜、韧带等疼痛的
治疗，尤其对软组织粘连和肌腱炎症有非
常好的疗效。5~7次为一个疗程，每个部
位治疗时间约5分钟。”说着，吴绪海已
经结束了对患者的治疗。

“刚才患者说的中药熏蒸又是咋回
事？”记者问。

吴绪海耐心地解释：“中药熏蒸疗法
又称中药蒸煮疗法、中药汽治疗法等，也
是中医的外治疗法之一，能疏通经络、调
理气血、祛风除湿、消肿止痛。我经常运
用中药熏蒸疗法配合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
慢性疼痛疾病，这二者相结合可以治疗肩
峰下滑囊炎、肱二头肌长头腱炎、钙化性
冈上肌腱炎、肱骨内外上髁炎、股骨大转
子滑囊炎、髌骨软化症、跳跃膝、跟痛
症、跟腱痛、髌骨腱炎、冈上肌腱综合征

等疾病。另外，为了达到既能操作简便、
用时短、不占用患者时间，又能达到疗效
显著、风险低、治疗周期短、并发症少、
费用低的目的，一般情况下，我在疼痛部
位每次运用体外冲击波治疗 24 小时后，
会运用中药熏蒸治疗2~3次。这种结合疗
法可以将冲击波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生物
学效应，促进生长激素释放，引起微血管

新生及组织再生与修复，然后再用中药熏
蒸疗法，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进一步促
进软组织的修复。目前，患者对这种疗法
普遍反映良好。”

传统外治与现代外治的结合
——中医绝技探访之四十八

太 子 参

随着人们养生意识的增强，
太子参的药饮和药膳越来越多地
走进普通家庭。那么，作为一味
中药，太子参有哪些功效，在使
用时又用哪些禁忌呢？本期，市
中医院药学部主任李娥为大家作
简单介绍。

太子参，是石竹科植物孩儿
参 的 干 燥 块 根 ， 具 有 益 气 健
脾、生津润肺之功效，其味甘、
微苦，性平，常用于脾虚体倦、
食欲不振、病后虚弱、气阴不
足、自汗日渴、肺燥干咳。临床
上，太子参常与其他中药配伍使
用，如太子参配麦冬，有补肺、
润肺养阴的功效，可治肺阴亏
虚 的 肺 虚 咳 嗽 ； 太 子 参 配 黄
芪，补益之效大增，常用治劳
倦乏力；太子参配白术，有补脾
肺之功效，可治虚劳、劳倦乏力
等症。

近年来，太子参被越来越多
的家庭自行买来使用。如何挑选
太子参？李娥介绍，在挑选太
子参时可从其形状和颜色两方面
来辨别。首先，太子参呈纺锤
形，长度为2～6厘米，其根头是
钝圆的，会有残存的茎痕，下端
则很细。其次，看颜色，太子参
的表面呈黄白色，半透明，质
地比较脆，容易折断，断面的
颜色呈黄白色且有光泽。

是药三分毒。太子参虽然
味甘、性平，大多数人均可使
用，但仍有一些禁忌。李娥介
绍，表实邪盛（指人体受外协侵
袭或因痰火、瘀血、食积、水
湿等阻滞所引起的实性症候）
者不宜使用太子参。太子参的
一般用量为每天 10~30 克，大剂
量用到 60 克即可，在使用时应
严格遵医嘱。此外，太子参不宜
与藜芦同用。

梁智玲 文／图

2019年7月11日 星期四

第178期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焦作日报社焦作日报社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焦作市中医管理局焦作市中医管理局 焦作市中医院焦作市中医院 主办主办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协办协办

总 策 划 ：成文烈
特邀统筹：宋胜利
特邀编辑：王伟伟
统 筹：金珊珊
编 辑：谢 丹
版 式：李新战
组 版：杨 杰
校 对：崔 琳 张雪晖
专刊热线：2923505 2107780

09

本报讯（记者
朱传胜） 每 年 暑
假，到医院眼科就
诊的大多以学生为
主。为此，市中医
院人民院区治未病
中心特推出暑期眼
保 健 调 理 惠 民 活
动。

“家长很关心
孩子的视力问题，
但是随着儿童使用
电子产品时间的增
加和户外活动的减
少等原因，近视低
龄 化 越 来 越 严
重。”该中心工作
人员说，“医学研
究表明，如果近视
超过 600 度，就有
可能遗传下一代。”

据介绍，该中心根据中医
“久视伤血”“肝肾不足”等理
论，采用中医疗法疏经通络、
滋补肝肾、益气养血，通过核
桃灸、穴位按摩、耳穴贴压等
中医传统疗法，提升人体正气，

促进气血运行，调整阴阳平衡，
对眼部进行综合保健调理，达到
近视康复的效果，并且对用眼过
度引起的眼睛酸、涩、胀、痛、痒、
畏光、流泪等眼疲劳症状有较好
的缓解效果。每 15 天为一个疗

程 ， 整 个 过 程 不 打 针 、 不 吃
药，没有痛苦和副作用，主要
适用于 6~18 岁的假性近视者，
低于 300 度的轻度近视者，用眼
过度引起的眼睛酸、涩、胀、痛、
痒、畏光、流泪者。

市中医院人民院区治未病中心

推出暑期眼保健调理惠民活动

吴绪海在为患者治疗。 本报记者 孙阎河 摄

本报记者 孙阎河

这几天，有几位读者致电
本刊热线，都是关于夏季出汗
问题。其中一位读者说，他原
本认为自己夏天出汗多是正常
的事情，并且还有利于排毒，
可是一位医生却说他虚。这让
他很纠结，想让记者找专家问
问。带着大家的问题，近日，
记者找到了正在市中医院人民
路院区坐诊的急诊科主任张军
峰。

张军峰说：“这些问题都
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询问夏天
出汗异常的。按照中医理论，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多处出
汗，有利于排出毒素，这是好
的现象，但是中医也讲‘汗为
心之液’，即使夏天，如果出
现异常地出汗也不是好现象。
出汗异常主要有几个原因，一
是自汗，主要原因是外感风寒
后，冒虚汗；肺气不足，出汗
时面色苍白；内热蒸腾，肠胃
热，时不时会冒汗。二是盗
汗，主要指睡着时出汗，醒来

汗停，这多为肾阴虚所致。三
是冷汗，主要表现是汗前不发
热、口不渴，常伴有精神不
振、面色苍白、大便稀溏等寒
症表现。四是湿热出汗，出汗
时白色的衣服上会留下黄色的
印记，流黄汗的人多属湿热体
质。五是脱汗，患者会突然出
现大汗淋漓、精神疲惫、四肢
发冷、气短息微等身体不舒服
的情况。另外，出汗部位的不
同，也能一定程度上反应不同
的身体健康问题，额头出汗表
示肝阳上亢、鼻子出汗表示肺
气不足、颈部出汗表示内分泌
失调、腋下出汗表示汗腺过大
或饮食过重、胸口出汗表示脾
胃失和、手心脚心出汗表示血
虚。”

最后，张军峰告诉记者，
中医认为“动汗”最为可贵，在
适量运动的情况下微微出汗是
最好地出汗形式。另外，若在
夏季闷热的环境中，出现大量
出汗、口渴、头昏、胸闷、恶
心、心慌、四肢无力、耳鸣、
注意力不集中、体温升高的情
况，一般属于中暑先兆。

炎炎夏季说出汗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小暑已至。这个节气气温多
以闷热、多雨为主。在这个节气
里，很多人都会出现身体不适、
胸闷气短的情况。因此，小暑时
节做好各方面的养生工作至关重
要。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李娥为
大家推荐几款适合这一时节的养
生药膳，大家不妨试一试。

番茄丝瓜汤。需要用到的材
料有番茄、丝瓜、干贝及若干调
料。具体做法：将丝瓜和番茄洗
净切好，干贝浸泡备用。炒锅中
加入油，烧热后加入葱、姜、蒜
爆香，倒入丝瓜、番茄、干贝翻
炒，然后加入清水，大火煮开后
加入盐调味即可食用。中医认
为，丝瓜性平、味甘，有清热祛
暑、解毒凉血、祛风化痰、通经
络、润大肠等功效。番茄性平、

味甘酸，有健胃消食、生津止
渴、补血止血和增进食欲的功
效。二者合而为汤，解暑健脾，
除烦止渴。

红豆莲藕汤。需要用到的材
料有莲藕、红豆。具体做法：把
红豆洗净，用清水浸泡 40 分钟。
莲藕洗净，去皮洗净切块。把莲
藕、红豆放入锅中，一次性加入
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再用小
火炖两个小时即可食用。红豆有
利水消肿的作用，夏季食用可解
暑。

荷叶茯苓粥。需要用到的材
料有荷叶、茯苓、小米、白糖。
具体做法：把荷叶煎汤去渣，把
茯苓、洗净的小米加入药汤中，
同煮为粥，出锅前加入白糖即
可食用。此款粥有清热解暑、
宁心安神、止泻止痢的功效，
对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者亦
有疗效。

小暑饮食宜解暑健脾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 哪些
机构可以开展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即“三伏贴”）工作？哪些人能
贴敷“三伏贴”？7 月 1 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中医
管理局发布了 《关于规范冬病夏
治穴位贴敷技术应用管理的通
知》（以下简称 《通知》），进一
步规范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的
备案管理。在全省公布的 23 家

“三伏贴”技术备案医疗机构名单
中，市中医院成为我市唯一一家
能够贴敷“三伏贴”的医疗机构。

穴位贴敷具有操作简便、适
应症广等特点，是群众广为接受
的中医药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之
一。近年来，一些私人诊所、药
店也纷纷打出冬病夏治的广告招
揽生意。对此，《通知》明确，非
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三伏贴”服
务工作，严禁为追求经济效益不
合理扩大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

根据 《通知》，开展“三伏
贴”的机构应为登记中医科或中
西医结合科诊疗科目的医疗机
构，并已开展相应的中医药服务
工作。“三伏贴”处方用药及穴位
选择应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主
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拟定，明确
其禁忌症及相关注意事项，并按
照有关要求向医疗机构执业注册
机关备案，如处方有调整或增
加，应及时更新备案信息。医疗
机构应对本单位能够从事“三伏
贴”操作的人员进行培训、考
核，并积极开展“三伏贴”效果

评价，保证“三伏贴”服务质
量。《通知》要求，省辖市、省直
管县 （市）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对未按要求备
案的、非医疗机构开展“三伏
贴”服务的、涉嫌违法虚假宣传
的应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2019 年入伏第一天是从 7 月

12 日开始，为何“三伏贴”首贴
要提前10天贴敷呢？对此，该院
工作人员称，“三伏贴”第一贴为
伏前加强贴，即在头伏前10天进
行一次贴敷。中医五行学说土居
中央，灌养四旁，脾运则诸脏皆
强，三伏日为庚日，庚属金，肺
亦属金，故庚与肺相配。因此，

从五行相生的角度，土生肺金体现
了“虚则补其母”的治疗原则。在
头伏前10天进行一次贴敷，按照中
医五行生克原理来讲，就是进行培
土生金，起到强实基础、提升疗
效的作用。对于错过“三伏贴”
第一贴贴敷时间的市民不用担
心，赶上初伏贴敷仍有效果。

全省“三伏贴”技术备案医疗机构名单公布

我市仅市中医院入选

本报记者 朱传胜

现代人工作离不开电脑、
生活离不开手机，长时间面对
屏幕，眼睛就会出现干涩、乏
累、痒等症状，大家觉得休息
一下就没事了，殊不知，严重
时会引起角膜炎、结膜炎。不
过，按揉攒竹穴不仅能缓解以
上症状，还能治疗外感头痛、
近视等，是护眼明目第一大
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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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介绍这个穴位。

“攒竹穴因位居眉头，为
眉毛攒聚之处，又眉毛形如竹
叶，而得名。取穴时皱眉，可
见眉毛内侧端有一隆起处，即
为此穴。”高航说，“中医认
为，攒竹穴具有清热明目、祛
风通络的功效，是治疗眼部疾
病的特效穴位。对于治疗近
视、复视、视力减退、急性结
膜炎都具有良好的疗效。在学
生的眼保健操中，其中有一节
就是指压按揉此穴，可见其保

健效果非同一般。”
据高航介绍，在河南省名

中医邵素菊医案中，曾取用攒
竹穴配合光明穴治疗一名因长
时间用电脑后出现急性视力减
退的患者。这名患者因近期工
作强度大，用眼过度，突然眼
睛视物模糊，视力明显减退，
经过 20 次治疗后，患者视力
明显改善。

“按揉攒竹穴有一个更简
单的方法，用指节来轮刮眼
眶，不要轻轻一划就过，要
有力量，这样不仅能疏散心里
的 瘀 积 之 气 ， 还 能 舒 眉 展
目。”高航说，“对于工作繁
忙，尤其是整天在办公室工
作，眼睛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
的人或者经常熬夜加班，常常
遇到眼睛胀痛、眉棱骨痛的
人来说，只要能够经常正确按
揉攒竹穴，就可以改善以上症
状。”

高航称，刺激攒竹穴，还
可治疗头痛、三叉神经痛、面
部神经麻痹、呃逆、腰背痛等
症。不过，婴幼儿、孕妇及老
人不宜按揉该穴。

攒竹穴：
护眼明目第一大穴

学生在市中医院人民院区治未病中心接受眼保健核桃灸治疗。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贴敷现场。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咨询预约。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