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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新乡医学院
副院长文建国：

小儿遗尿的诊断和治疗

（以上验方由刘明东提供）

临证心语
针推治验

结膜炎验方
赤芍18克，川芎18克，

郁金18克，蒺藜18克，蝉蜕
12 克，莪术 12 克，芦根 30
克，茯苓 12 克，黄芩 12 克，
车前子12克，天花粉12克，
丹皮12克，焦山楂12克，神
曲 12 克，甘草 3 克，夏枯草
30克。水煎，每天1剂，分2
次服用。

文建国，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聘教授，新乡医学院副院长，
首届中原名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任中
国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小儿外科
杂志》副主编。

慢性气管炎病在手太阴肺经，是由病毒引起
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被病毒感染后可引起慢
性气管炎，同时并发肺免疫功能下降。随着风寒
邪气叠加，病程迁延，寒湿阴邪逐渐加重，会造成
全身免疫功能下降，阳气虚衰。

呼吸系统感染是因肺内寒凝湿或寒湿病毒
同感，寒湿相裹在体内与正气相搏，形成一系列
病理现象。按照中医外感病卫、气、营、血的辨证
方法，初见卫分表证，咳嗽咯痰见凉易发；进一步
见气分证，邪气盛，正气不衰，正邪相争，咳嗽吐
痰加重，身冷畏寒明显；再进一步，见营分证，咳
嗽、气喘、胸满，病邪入胸，宗气被寒湿邪气所束，
导致正气不畅，肺气管、肺血管气体换气功能受
害；最后见血分证，胸膈气血瘀滞，咳嗽气喘，身
肿不能平卧，心肺痰血瘀滞不畅。

慢性气管炎临床症状

慢性气管炎会引发肺免疫力下降（肺阳虚），
随着风寒邪气叠加，逐步发展到全身免疫功能降
低，阳气虚，能引发肺气肿、肺心病等。

一、卫分证。咳嗽吐痰或无痰，多在外感风
寒后症状明显；可自愈或经治疗后痊愈；连续 3
年，年年犯病；每年发病少于3次；无明显身冷、脊
背冷的阳虚现象；脉浮滑，舌苔白。

二、气分证。随着病情迁延，病毒由大气管
进入小气管、肺泡，症状逐渐加重，咳嗽加深，痰
多，咽痒、咽干或咽痛；身冷，脊背凉，见凉则发，
易感冒，体温多不高（多在37摄氏度左右），有明
显的阳虚体征；应用抗生素输液后，疗效不佳；脉
滑，舌苔白厚。

三、营分证。随着寒湿邪气对肺的侵害，肺
部交换功能受限，咳嗽咯痰加重，可见大量白痰、
黄痰、浓痰，胸满，动则喘重，或呈端坐体位。病
程多在5年以上，脉滑或紧，舌苔白厚。检查结果
为气管炎、肺气肿，综合感染等。

四、血分证。病情进一步增重，肺功能严重受限，肺内压力增
高，肺气体交换、肺气管、肺血管循环严重受阻，咳嗽、咯痰、不能
平卧，面肿，食少，呼吸困难，脉促。舌苔白质紫暗，肺气肿、肺心
病明显形成。

慢性气管炎的治疗

病在卫分用麻桂二陈姜枣汤。方中有麻黄、桂枝、杏仁、云
苓、陈皮、甘草，以生姜、大枣为引。

病在气分用小青龙、二陈汤、三子养汤。
病在营分用麻桂姜辛八仁汤（苏子、杏仁、瓜蒌仁、牛蒡子、莱

菔子、白芥子、葶苈子、炒桃仁）。
病在血分用十子姜桂二苓术附汤（上方加五味子、车前子、桂

枝、干姜、云苓、猪苓、白术、附子、生姜）。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路氏中医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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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子出自《韩氏医通》，传
说是明朝的某位名医所创。药
方由紫苏子、白芥子、莱菔子、这
3味中药组成。或许古人认为这
3 味药材都属于子类药物，功效
对老年人特别适宜，故称三子养
亲汤。

在临床上，秋、冬、春三季，常
有老年患者咳嗽、痰喘、食欲不振
等，引起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
病。

陈某，男，76岁。患者有长期
吸烟史。陈某入秋后患支气管
炎，口服罗红霉素、头孢等抗生素
及止咳化痰类药物，效果不佳。

经人介绍，他前来笔者处就诊。
查体：咳嗽气逆，白痰多，食

欲不振，苔白黏腻，脉滑。
诊断：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萎

缩性胃炎。
方药：紫苏子 9 克，白芥子 9

克，莱菔子15克。用小火微炒后，
研磨成粉末。共3剂，加水600毫
升，水煎 10 分钟，每天分 3 次温
服。

陈某按方服药 3 天后，饮食
好转，咳嗽、白痰减少，大便正
常。继续按原方服用 7 剂后，痊
愈。

按：三药微炒的妙用是加强

药性以利于吸收。方中紫苏子能
降气平喘，白芥子宽胸膈，莱菔子
消食健胃。诸药合用后，既能化
痰，又能顺气降逆，消食健胃，最
适合老年人服用。该方可治疗脾
胃运化力差以致痰壅、气滞、肺气
失降的咳嗽、痰喘等。

笔者在临床中多遇到此类老
年患者，使用该方或合用“二陈
汤”，可得到较好疗效。

该方用药简便，又能沏茶饮
用。咳喘、痰多、食欲不振的老年
人可使用此方。

（作者供职于新密市曲梁镇
卫生所）

中药不仅可以口服，泡脚也
能发挥防病治病的功效，还可避
免口服中药带来的胃肠刺激等副
作用。把具有不同性味归经的中
药组合成方后煎煮，通过足部皮
肤对药性的吸收作用，疏通经络，
调理脏腑功能。

疏肝解郁 温阳活血

柴胡10克，乌药、延胡索、小

茴香各 30 克，干姜、川楝子各 15
克，肉桂 10 克，加水煎煮 30 分
钟。方中中药具有理气活血功
效，对生气或宫寒导致的痛经、乳
腺增生、乳房胀痛、不良情绪等有
舒缓治疗作用。

安神促眠 补益气血

龙骨、牡蛎各60克，川牛膝、
玄参、黄精各30克，夜交藤50克，

加水煎煮30分钟。方中中药具有
安神、填精壮胆的功效；也可在药
液中加一些盐和醋，增加药液的
咸酸之味，能更好地引导药物疏
通经络。

注意事项：药方需在中医专
业医师指导下使用。每天睡前坚
持用中药泡脚1次，每剂药方可煮
水泡脚三五次，每次20分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梅花针，又名皮肤针。梅
花针法为丛针浅刺法，是以多
支短针浅刺人体一定部位（穴
位）的一种针刺方法。梅花针
法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促
使机体恢复正常，从而达到防
治疾病目的。中医认为，人体
存在由经脉、经别、络脉、经筋、
皮部等组成的经络系统。《黄帝
内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
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
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
骨，利关节者也。”这说明经脉
是通行人体气血，营养脏腑器
官，濡润筋骨，滑利关节的重要
通道。经脉顺畅通达，才能发
挥作用，体魄强健；一旦经脉不
通，则会导致气血阻滞，脏腑失
调而发生病变。《素问·皮部论》
说：“凡十二经脉者，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
毛。”这说明外邪侵入人体都是
先从皮毛开始，在病邪侵入人
体时，能够及时治疗，机体便能
很快恢复。同时，脏腑有病也
可以通过经络反应于体表。《灵
枢·邪客》说：“肺有邪，其气留
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

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这
说明内脏病变可以在经脉所通
过的部位或相应体表发生症状
或出现阳性反应物，即出现潮
红、色素沉着、瘀点、凹凸不平、
硬结、压痛等异常反应。人体
内脏和外界发生联系，又依赖
于皮部孙络，外界的信息由孙
络传递于络脉，由络脉传于经
脉，再由经脉传入内脏，人体才
能根据信息来调整适应外界变
化；脏腑通过此传递线路，将不
需要或多余的气散发到外界，
再从外界吸收需要的气（如日
月精华之气等），来保持人体机
能的阴阳平衡，使人体正常运
转；人体也通过此通路执行防
御，如卫气不足时，这一通路又
成为邪气侵犯人体的主要途
径，由皮肤孙络进入络脉，由络
脉进入经脉，从经脉侵入脏腑，
引起脏腑疾病。

梅花针治病主要是以经络
学说之皮部理论为依据。皮部
是十二经脉在皮肤表面的分区，
也是经脉功能反应于体表的部
位，皮部通过经络沟通联系脏
腑，皮肤起着保卫机体和抵御外

邪的作用。根据这个原理，采用
梅花针叩打一定部位的穴位或
阳性反应区，调整脏腑，疏通经
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

天突穴和定喘穴是治疗咳
喘的主要穴位。天突穴为任脉、
阴维任脉交会穴，位于颈部，当
前正中线上，胸骨上窝中央。该
穴的功效为宽胸理气、通利气
道、降痰宣肺；主治咳嗽、哮喘、
胸中气逆、咯唾脓血、咽喉肿痛、
暴喑、瘿气、噎嗝、梅核气等。定
喘穴属经外奇穴，位于背部，第
七颈椎棘突下，旁开0.5寸（此为
同身寸）处，左右各一个。该穴
功效为止咳平喘，通宣理肺，主
治哮喘、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百日咳、落枕、肩背痛等。天突
穴和定喘穴常用于治疗支气管
哮喘、支气管炎、肺结核、百日咳
等。用梅花针扣刺天突穴、定喘
穴，使穴位处局部潮红、渗血，阻
塞邪气入里的主要通道，使机体
产生免疫力，抵御外邪，从而消
除疾病。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建中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梅花针法治疗咳喘梅花针法治疗咳喘
□卫喜照

“她总是这样对着人傻笑，
整个人感觉很颓废，缺乏自信
心！”近日，记者来到郑州市第八
人民医院采访时，遇到一位20多
岁女性患者在家属陪同下来找
奈效祯寻求诊治。

当看到记者和其妹妹聊天
时，患者起身走到一旁，不愿和
陌生人有任何交流。

据了解，患者有精神病史且
家住外地。近日，患者由于婚姻
问题，导致精神疾病复发。她在
妹妹的劝说下，再次来到郑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救治。

摒弃溺爱
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病区是封闭的女性病

区，收治的患者为重度精神病患
者，以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
碍患者为主，也会收治其他比较
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起病年龄一
般在 20 岁左右。”奈效祯告诉记
者，精神科医生需要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扎实的精神科专业知
识，才能更好地诊治患者，帮助
患者消除精神疾病痛苦。

采访中，奈效祯给记者讲述
了一种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

象。
“近期，病区收治的病人以

年轻女性居多，主要是由个性问
题而引发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情
绪不稳定，任性，以自我为中心，
爱发脾气，摔东西，稍不顺心便
打骂父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不 愿 意 外 出 工
作。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也疏
于管理，子女就以为“啃老”理所
当然。这种情况会导致年轻人
出现个性方面的不完整、社会适
应能力差，还会影响其价值观。

奈效祯指出，上述现象在独
生子女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耐心沟通
明确患者的精神症状
小欣是一名独生子女，22

岁。她被父母强制送到郑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精神科四病区进
行治疗。

“我就是这样啊！”小欣说，
她就是不工作，整天闲逛。查房
中，面对奈效祯的问诊，她轻描

淡写地回答道，完全没有认识到
自身问题所在。

即便如此，奈效祯还是耐心
地和她交流，细致地观察病情，
慢慢引导小欣认识到自己存在
的问题。

奈效祯说：“精神状况检查
是精神科医生的基本功。如果
这项工作做得好，就能明确患者
病情，对治疗起到重要作用。”

小欣经过诊断后，被确诊为
情绪障碍症。小欣经过心理治
疗和系统药物治疗 2 个月后，痊
愈出院。

值得欣慰的是，小欣原来的
错误行为模式逐渐被扭转过来，
她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
份满意的工作。

转变观念
引导精神病患者正确就医
“奈效祯主任内敛沉稳、内

心强大，是我们科室的主心骨。”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精神科四
病区副主任袁海说，在诊疗中，
他能敏锐地发现患者言语中透

露出来的信息，从中获取重要信
息。

“精神疾病患者的智力是正
常的，只是思维和行为模式出现
了紊乱。患者经过专业治疗后，
病情得到改善，能够回归到正常
的生活。”奈效祯说，人们普遍对
抑郁、焦虑等各种精神疾病有羞
耻感，更不愿意谈起，总认为是
一种很奇怪的病，精神疾病患者
也 常 被 人 们 用 异 样 的 眼 光 看
待。“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其实，
精神疾病和高血压病、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一样，只是疾病的一种
表现。”奈效祯说。

奈效祯呼吁，希望人们能
够把精神疾病和普通的内科疾
病一样对待。精神疾病其实并
不可怕，患者只要能正规治疗，
大部分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所
以，我们应该用正确的眼光去
看待精神病患者，抛却猜忌和
怀疑，舍去偏见和歧视，给精神
障 碍 患 者 一 个 宽 容 的 社 会 环
境。

转变观念 引导精神病患者正确就医
——访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精神科四病区主任奈效祯

本报记者 董 菲 通讯员 席 娜

临床巧用三子养亲汤
□樊有灿

中药泡脚的益处
□赵雅丽

急性牙槽感染验方

陈旧性骨折验方
鹿角霜15克，熟地黄20克，锁阳15克，水蛭10克，

甲珠10克，片姜黄10克，黄明胶10克，骨碎补30克，香
附10克。水煎，每天服用1剂，分2次服用。

生地黄15克，玄参9
克 ，寸 冬 9 克 ，石 膏 45
克，知母 9 克，丹皮 9 克，
赤芍 9 克，蒲公英 30 克，
黄芩 9 克，白芷 9 克，怀
牛膝 9 克，大黄 9 克。水
煎，每天服用 1 剂，分 2
次服用。

刘某，女，69岁。患者咳嗽反复发作，遇冷
加重，伴有呼吸困难和哮鸣音。2017年12月，
患者来到笔者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就诊，被诊断为咳喘。该病主要受外邪风寒所
致。笔者开具方药7剂，并配合梅花针扣刺治
疗。

梅花针治疗方法：一、梅花针扣刺部位为
天突穴和定喘穴。

二、操作方法：将扣刺部位用碘伏常规消
毒后，持梅花针连扣数次。由于患者年老体
弱，须采用轻叩法，叩刺时腕力较轻，冲力小，
可减少患者疼痛感，皮肤局部有潮红，略有小
血点为止。然后反复挤压扣刺部位，以挤出血
液为止，每天治疗1次，连续治疗7天，基本治
愈。另外，笔者还给患者介绍了一些防咳喘食
疗方。

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