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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不少人出现
咳嗽的情况，一些润肺止咳
药物便成了药店销售的热
点。很多人都知道的贝母，
就是一味用于止咳的中
药。但贝母具体有哪些功
效？又有哪些品种呢？

专家介绍，贝母其名始
载于《神农本草经》，位列中
品，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取鳞茎供为药用，根下
有瓣，四方连累相着，有分
解，色黄白，形如聚贝子，故
名贝母。至明代时，贝母渐
以产地冠名而被分成两大
类，四川松潘产区为道地药
材者，称川贝母；浙江象山
乃最优产地者，名浙贝母。

川贝母中最优的是松
贝，外形如豆似珠，其气微，
味甘、苦，微寒，归肺、心

经。苦可泄火，甘可补虚，
其性微寒可御邪热，具润肺
散结、化痰止咳之功。用于
肺虚久咳、干咳少痰、阴虚
劳嗽、吐痰咯血、肺痈等症。

浙贝母外形较川贝大，
味苦而性寒，入心、肺经，下
气宣肺，开郁散结，清热利
痰。《本草正》称：“一切痈疡
肿毒，湿热恶疮，痔漏，金疮
出血，火疮疼痛，较之川贝
母，清降之功，不啻数倍。”

入药时，如果是润肺消
痰、止咳定喘、虚劳火结之
证，川贝母更胜一筹。如果
是解痈毒、破癥结、消实痰、
敷恶疮，则选用浙贝母。

专家提醒，无论是川贝
还是浙贝，请在专业医师指
导下使用，切勿擅用。

患者：我今年 40 岁，近半
年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开
始出现头部斑片状脱发，伴头
油脂增加，后来到张仲景国医
馆寻求中医调理。专家对我仔
细把脉问诊后，说我舌质淡，苔
白，脉弦细，证属脾虚肝郁型斑
秃，应以疏肝健脾为主要治疗
方法，遂开具中药汤剂7剂，日
一剂，分早晚两次分服，一周后
复诊，我自觉头油脂较前减轻，
余无明显不适，但片状脱落发
处未见新发长出。复诊时微调
处 方 ，让 我 继 服 中 药 汤 剂 7

剂。三诊时，我发现片状脱落
发处有白色绒毛长出，油脂较
之前进一步减少，又坚持服药
汤剂调理月余，片状脱落发处
新生白色绒毛持续长出。

现在想问，我同事跟我年
龄相仿，去年开始也是出现大
量脱发的情况，头发变得稀疏，
并未有其他不适现象，曾服用
多种药物治疗，均无明显疗效，
请问他这种情况中医有好的治
疗方法吗？

常贵祥（主任医师、张仲景
国医馆特聘专家）：根据你描述

的症状，现代医学上，既往称该
病为脂溢性脱发。而近年研究
认为，其与雄激素作用有关，故
又称为雄激素源性脱发。中医
上，本病属于“发蛀脱发”范畴，
男女皆可罹患。治疗时，在中
医理论指导下，结合患者个人
体质，从整体出发，调节机体的
阴阳平衡，同时考虑情志因素
的影响，综合调理，一般能取得
很好的疗效。

我周五下午在河医立交桥
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国医馆
河医馆坐诊，可以择期就诊。

目前，中国成人高血压
患病率达25.2%，患者人数
约2.7亿，每年200万死亡
与高血压有关。2019年10
月8日是第22个“全国高血
压日”。当日上午9：00～
12：00，在河南中医药大学
一附院新门诊楼一楼大厅，
该院心内三区、四区将举办

“全国高血压日”大型义诊。
参加此次义诊活动的

专家有长期工作在临床一
线的省级知名专家、教授、
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博
士等。针对高血压患者，活
动当日根据专家建议可免
费就诊、咨询、测血压，免费
检查心电图等，尤其对治疗
效果不佳的顽固性高血压

等，可给予非药物及中西医
药专业指导，特别是可给予
中医药的治疗。中医药能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
老年高血压有特色、治疗年
轻高血压副作用小、对受损
器官的逆转及并发症的防
治有较好的综合治疗作用。

定期测血压是发现高
血压的唯一办法。专家提
醒，非同日3次血压测量，
血 压 ≥140/90mmHg，即
可诊断为高血压。提倡使
用上臂式全自动电子血压
计进行有规律的家庭血压
测量。家庭血压测量值判
断标准不同于诊室血压，家庭
血压读数≥135/85mmHg
被认定为高血压。

近日，在郑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病房，77岁的王老太
太同前来接她出院的家人开心
地聊着天。

自从30年前出现三叉神
经痛以后，反复发作的剧痛让
王老太太不能正常喝水、饮食
和睡眠，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吃过西药，贴过膏药，做过多
次封闭和射频治疗。”老人的儿
子说，多处求医均无效，后来发
展到整宿无法入睡，连喝口水
都痛。

直到听一名病友说，在郑
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闵有
会团队通过手术为他解决了三
叉神经痛，且术后一年多也没
复发。老人全家有了希望。

在郑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
科，考虑到老人年龄太大，闵有
会主任建议选择较为先进的微
创技术——微球囊压迫术。很
快，闵有会主任医师、宗庆华副
主任医师等专家为老人实施了
手术。麻醉的老人苏醒后，当
即表示不疼了。当天就下床活

动，次日出院时老人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三叉神经痛号称“天下第
一痛”，一般中老年人多见。当
药物治疗发生耐受或出现严重
不良反应时，可以考虑手术治
疗。

据介绍，目前，手术方式都
是微创进行，无需开颅，创伤
小，恢复快，术后疼痛缓解率
高，且费用低。尤其适合高龄、
合并基础疾病、不愿开颅的原
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

公益活动

大河

被三叉神经痛折磨30年

七旬老人再绽笑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苗静静

ZHONG JING WEN ZHEN

仲景问诊

10月8日全国高血压日

这里有专家义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璐

同是贝母
川贝、浙贝有不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脂溢性脱发 中医综合调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很多人体会过腹胀难消化
的痛苦，往往选择中药消食健
胃。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病
科李鲜教授提醒，不同消食中
药的侧重点不同，应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

山楂 主要功效是消积食，
特别是吃多了肉而形成的积
食。山楂还可散瘀、驱虫，治疗
腰酸、胀气、高血脂等多种疾
病。需注意的是，脾胃虚弱者、
胃酸分泌过多者、血糖过低者、
儿童要慎服；孕妇忌食山楂，以
免诱发流产；山楂吃多了伤害
脾胃，也会对牙齿造成损害，所
以要适量；空腹食用山楂，会使
胃酸猛增，对胃黏膜造成不良
刺激，应尽量少吃山楂。

神曲 它是面粉和其他药
物温合后经发酵而成的干燥加
工品，含酵母菌、淀粉酶、复合
维生素B等，能促进消化功能，
对菜食、果食不消型的消化不
良尤为适宜，对丸剂中有矿物
类药难消化吸收者，也可用神
曲助消化。不过，阴虚或胃火
旺盛的人，不宜用神曲；孕妇也
不宜用，以防流产。

麦芽 如果吃多了米、面、
薯、芋等食物而胃胀难消化，可
用麦芽煎水服用，或研成粉末

服用。若因脾胃不好吃得少又
易腹胀，可配合陈皮、白术一起
吃。另外，麦芽的不同炮制品
功效各有差异：生麦芽健脾和
胃，疏肝行气，用于脾虚食少，
乳汁郁积；炒麦芽行气消食回
乳，用于食积不消，妇女断乳；
焦麦芽消食化滞。

鸡内金 生鸡内金有化积、
化石的作用，善于治疗胆、肾等
器官的结石，常与海金沙、金钱
草、石韦等同用；炒鸡内金，偏
于消食化积，治疗消化不良，孩
子积食消化不良时可适当加入
炒鸡内金；焦鸡内金消食导滞
的作用强于炒鸡内金，治疗食
滞胃脘、脘腹胀满等症状；常与
焦三仙同用。鸡内金的药性较
缓和，如果积滞很严重，最好到
医院就诊。

莱菔子 俗称萝卜子，对食
积气滞证及咳喘痰多、胸闷食
少证效果良好。需注意的是，
莱菔子辛散耗气，所以气虚及
无食积、痰滞者慎用；也不宜与
人参同用，以免削弱后者作用；
儿童、年老体虚或久病之人服
用时，应酌情减量。

谷芽 它是禾本科植物粟
的成熟果实经加工而发芽后的
产物，用于食积不消、腹胀口

臭、脾胃虚弱、不饥食少。炒至
深黄色的炒谷芽偏于消食，用
于不饥食少；炒至焦黄色的焦
谷芽善化积滞，用于积滞不消。

隔山消 其消食健脾作用
较强。单味使用即有效，如单
用粉剂，治食积饱胀；单味水煎
剂治小儿痞块；若与鸡矢藤、鸡
内金同用，可治小儿疳积、宿食
不消。单用隔山消炖肉食可以
催乳。过量服用易引起中毒。

李鲜教授强调，导致消化
不良的原因有很多，如果长期
服用消食药物，脾胃的运化功
能会跟着一点点弱下去。最好
先确认消化不良的原因，在专
科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同
时，反思饮食起居上是否亏待
了自己的脾胃，然后加以改正，
才能避免再次出现消化问题。

腹胀难消化，中药消食有讲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和食消胃，善消菜食、果食。
神曲

消食和中，回乳消胀，善消米面薯芋食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