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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推拿受青睐

14 岁以下的儿童抵抗
力弱，换季时，稍不注意就会
出现感冒、发烧、肠胃不适等
症状。小儿推拿既可以改善
症状，还能够提高孩子的免
疫力，无副作用，受到家长和
孩子们的青睐。图为近日，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
任中医师刘静为小朋做推
拿以提升抵抗力。

殷舒月 罗鑫摄影报道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学部主管药师 臧滨

新年的脚步已临近，我们即将迎
来农历辛丑年——牛年。牛是农业社
会重要的生产工具，作为“六畜”之一，
有着比较高的地位。而入药使用，牛
身上可选作药材的并不多，最常见的
有牛黄、水牛角、牛胆汁等。

牛黄

牛黄是牛的干燥胆结石，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
的药用历史。牛黄有清心、豁痰、开
窍、凉肝、息风、解毒的功效，用于治疗
热病神昏、中风痰迷、惊痫抽搐、咽喉
肿痛等症。

由于牛黄是牛的一种特殊的病理
产物，实为牛的胆结石，本身比较稀少，
加上它治疗一些昏迷的重症患者时有
着不错的效果，自古就是一味名贵的
中药，因此也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有经验的药师总结出“乌金衣”“同心
纹”“挂甲”等一系列的鉴别特征，以便
辨别真伪。现在牛黄主要在中成药中
使用，《中国药典》收载了包括九种剂型
的90余个含牛黄的中成药，比较著名

的如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等。

水牛角

水牛角是牛身上一味比较常用的
中药，具有清热凉血、解毒、定惊的作
用，其功效与犀角类似。出于动物保
护的原因，我国从1993年禁止使用犀
角制药，因此，大多数使用犀角的中成
药都以水牛角替代。

《中国药典》规定，水牛角入煎剂
要先煎3小时以上。这是药典中先煎
药规定的最长纪录，表明水牛角的有
效成分不易煎出。于是，人们生产出
了水牛角浓缩粉。它不需要先煎，就
能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处方中出
现了水牛角粉，一定要分清楚是“水牛
角粉”还是“水牛角浓缩粉”，因为它们
的使用方法是不同的。

牛胆汁

牛胆汁有清肝明目、解毒消肿的
作用，主治风热目疾、黄疸等症。牛胆
汁是炮制药材的一种重要辅料，在炮
制胆南星、胆汁制黄连时都比较常
用。如天南星辛温、有毒，用牛胆汁炮
制后称为胆南星，其燥烈之气大减，性
味转为苦凉，可以清热化痰、息风定

惊，主要用于治疗痰热咳嗽、中风痰
迷、惊风癫痫等病症。

此外，在提到阿胶时，很多人首先
会想到驴皮。其实在清代以前，大部
分阿胶是用牛皮熬制的，清代以后才
规定用驴皮熬制阿胶。黄牛皮熬制的
胶现在仍在使用，称为黄明胶，有滋阴

润燥、止
血消肿的
作用。此
外，牛肉、牛骨、牛
筋、牛血、牛蹄、牛
蹄甲等民间也有入
药的习惯。

牛年说“牛”药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科教科 王彦辉

目前，心血管疾病因发病率高、死
亡率高、致残率高、疾病经济负担重，
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既往医
疗模式下，患者因为手术后没有进行
康复治疗而不断返诊，反复住院，再手
术，大量医疗资源被用于疾病终末期
的高成本救治。因此，有效遏制这一
趋势，降低医疗开支，探索新的心血管
疾病防治模式势在必行。

国内外指南都明确地肯定了心脏
康复的价值。国内对心血管疾病重治
轻防，对心脏康复治疗投入有限，导致
一段时间以来发展缓慢，康复设备、方
法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李瑞
杰教授认为，我国心脏康复治疗应该
充分考虑国情，发挥中医传统康复疗
法的优势，同时吸收借鉴国外现代科
学技术和先进文明成果，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治疗方
法，突出中西医结合技术在心脏康复
中的应用。因此，他带领团队以心脏
康复为切入点，立足中西医结合，贯彻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瘥防复”的传
统医学理念，依据分级诊疗原则，应用

“互联网+”技术和“综合治疗、多专业
联合诊疗服务”理念，经过5年多的探
索研究，总结形成了“从医院到社区的
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连续性服务模
式”，创新了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管理方
式，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了可借
鉴的思路。该项研究成果获2020年
度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心脏康复是综合性心血管病管理
的医疗模式，李瑞杰教授牵头在医院
原有心内科基础上整合10余个专业
科室，组建成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中
心，组成了包括心内科医师、康复医
师、护士、营养师、药剂师、心理咨询
师、运动指导师等多学科跨部门的一
体化心脏康复服务团队，为患者提供
专业、资深的心脏康复诊疗服务。有
别于一般的干预方法，心脏康复是指
应用多种协同、有目的的干预措施，利
用全程关照的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连
续性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远程监测
和管理，实现从医院到社区的连续服
务，打造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智慧

“4S店”品牌。此外，该团队还总结中
西医结合心脏康复“五大处方”，即药
物处方、运动处方、心理处方、营养处
方、戒烟处方，验证了其安全性和有效
性，拓展了心脏康复的内容。

中医康复技术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在实际生活中有大量的群众基
础。李瑞杰教授表示，虽然目前没
有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今后在
保证安全性前提下，该团队将尽可能
增加中医康复技术的使用，以此提高
心脏康复效果，同时也要进行相关
的循证医学研究，证实安全性和有效
性，促进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连续性
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至更多社区医院，
将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概念在基层医
院更好地落地。

从医院到社区
打造心脏康复“4S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行宽全国名中医
传承工作室副主任 王小菊

中医药治疗胃癌具有独特优势，
其与手术、放疗、化疗共同治疗胃癌，
具有减毒增效之功，效果颇佳，且可以
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对预防胃癌复
发和转移、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
者生存期等均有着积极作用。

王行宽教授是全国名中医、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湖南中医药大学内科学术带头
人，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近60
年。他对胃癌的治疗见解独到，笔者有
幸拜师学艺，侍诊左右，现将其治疗胃
癌的辨治思路以及临证经验进行分享。

胃癌之成，“瘀毒”必见

王老认为，胃癌病因病机复杂，往
往交杂为患，多属正气不足，饮食失
宜，病毒侵袭，郁滞日久致脾胃损伤。
病位在脾胃，与肝、肾密切相关。脾胃
中土，为后天之本，饮食失节，久则脾
胃虚弱，运化功能失职，致使津液输布
失常，湿邪停聚，凝而为痰；或七情太
过，情志内伤，忧思伤脾，肝气郁结，疏
泄失职，气机阻滞，导致气血津液运行
失常，痰气水湿瘀蓄积体内，化火成毒
（热毒、火毒），痰浊郁久而成痰毒，湿
浊蕴积而成湿毒，直接或间接影响胃
腑正常功能。疾病日久，脾肾阳虚，无

法腐熟水谷，均致饮食停留，而致气滞
血瘀，痰湿内阻，瘀毒互结。《素问·举
痛论》中言：“血气稽留不得行，宿昔而
积成矣。”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毒郁
结，停聚人体胃腑虚损之处，瘀而成
毒，酝酿恶变为癌。

因此，胃癌之成，瘀毒为必见。
“瘀”“毒”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
物。瘀为常，毒为变，瘀为毒形成的基
础，毒是瘀的发展和转归，瘀可化毒，
毒亦可致瘀，瘀毒缠绵，关系复杂，相
互化生，互为因果，具有隐匿、多变、损
正、难消等特性。

确诊为要，不拘成法

王老认为，医者尤其是中医学者，
不能拘泥于古代诊疗手段，而应合理
借助先进医疗仪器和技术手段，如内
镜检查、CT、核磁共振、生化实验、病
理检测等，对高风险患者做到早筛查、
早诊断、早治疗。

对于胃癌患者的治疗，王老师不
拘成法，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善
于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以期取得最
佳疗效。对于有手术指征的早期癌
瘤，正气尚且充沛，津液未耗，应尽早
选择手术，并按现代医学模式做好放
疗、化疗或免疫生物疗法等，着重缩
小、杀灭、去除癌瘤细胞。

人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统一整
体，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相互影响。
因此，王老认为，中医治疗胃癌重视整
体，能够在辨病、辨证基础上，结合患

者身体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治疗，调整
阴阳。治疗时应注意辨别寒热、虚实、
分期，以及手术与放疗、化疗前后的机
体证候变化。如手术后多出现痰饮瘀
血，化疗药的毒热之气较盛，易产生药
毒，影响机体气血阴阳平衡，故手术后
多以健脾祛痰、活血化瘀为主，放化疗
后注意固护正气，调整阴阳，尤应加强
益气养阴。

此外，王老强调，解毒化瘀应贯穿
治疗始终。在胃癌晚期，气血、阴阳过
度耗损，常出现病灶转移，手术无法切
除或切尽，则应攻补兼施，增强抵抗
力，益气、补血、养阴、温阳以扶正气。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助正气、增
强胃癌病患的抵抗力，对消除病邪的
有害反应和刺激，促使胃癌细胞消散
具有重要意义。

胃癌为患，多为瘀毒互结于人体
胃腑日久，久之恶变而癌，深居人身，
毒根深藏，故术前必须全面诊察，不放
过“蛛丝马迹”，祛邪务尽、泄毒化瘀以
清肃残余之邪。在对胃癌施行合理的
治疗中，注意审证求因，以整体观念统
治全程，“扶正”与“祛邪”权衡轻重，太
过或不及均有弊端。王老遵循“辨病
脉证治”的诊疗原则，即首先确诊所患
何病，再平脉辨证，因证立法，选方遣
药，治疗乃成。

统筹兼顾，勿忘治肝

王老常言：“医家用药如用兵，临
证用药须精思审慎，严把分寸，权衡利

弊，统筹兼顾，不可囿于成见或成法、
成方。”施治用药时，或重拳出击，多脏
调燮，或点到为止，小方妙用。尤其是
药对之宜、制化之变，唯求协同以增其
疗效，制约以矫其偏颇，不惧寒温并
用，不忌补泻兼施。

王老认为，瘀毒贯穿胃癌发病始
终，故其临证时活血化瘀泄毒之药不
可少，如山慈菇、僵蚕、白花蛇舌草、桃
仁、莪术、丹参、败酱草等。王老在临
床中尤其重视“肝”对疾病的影响，尤
重“治肝”之法。肝胃不和是诸多胃癌
临床见证的重要发病机制，故王老临
证时常常活用疏肝、暖肝、养肝、清肝、
平肝等法，选药也有一定特色。如疏
肝常用柴胡、香附、枳壳，缓肝善用甘
草、百合、麦冬、枸杞子，养肝多用白
芍、当归、五味子，清肝常用青黛、山
栀、黄芩，平肝擅用天麻、石决明、蒺
藜、钩藤等药物。

对于病机复杂之胃癌胃痛者，王
老常用自创方柴百连苏饮以疏肝和
胃，佐金平木。夹杂痰邪者，则加法半
夏、陈皮、石菖蒲；虚寒甚者，则合炒白
术、高良姜、吴茱萸、干姜等以温中散
寒；胃火热盛者，则合用麦冬、黄芩、黄
连、蒲公英、百合、丹皮、泽泻等清泻胃
火。放疗、化疗以及术后尤需顾护阴
液与精气，常用黄芪、沙参、太子参、人
参、麦冬等以扶正养阴。

调养情志，振奋正气

治疗胃癌，王老特别重视精神调

摄，调养情志、乐观愉悦以振奋正气。
《儒门事亲》指出“积之成之，或因暴怒
喜悲思恐之气”“忧郁伤肝，思虑伤脾，
积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脾
塞，聚结成核”“百病生于气”，强调情
志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被诊断为胃癌后，大
部分患者认为其为“绝症”“不治之
症”，恐惧、疑虑、悲愤、抑郁等情绪随
之而出，食不馨、寐不谧。《灵枢》曰：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和喜
怒者也……意志和，则精神专直，魂
魄不散，侮怒不起，五脏不受邪也。”意
志坚强、心态平和、开朗豁达，气机容
易顺畅，瘀毒、痰凝、气滞、湿浊、热毒
之邪也容易消散。现代研究亦表明，
乐观的心态、愉悦的情绪可以振奋人
体正气，提高病患的信心，改善生存质
量，有利于患者预后。

王行宽王行宽：：治胃癌当解毒化瘀调肝并施

□浙江省湖州市中医院
副院长 钟新娜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 顾掌生

一谈到“同病异治”或“异病同
治”，人们一般最先会想到中医。
在医疗过程中，中医专业人员常常
特别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这两个概念，同一种疾病，不同的
中医医生会开出不同的处方，而不
同的疾病又往往会开出相同的处
方。为什么呢？

中医医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经
常会出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而且几千年来，这已成为中医辨证
施治的原则之一。

其一，相同的病证可以由不同
的原因、不同的发病机理导致，针
对不同的病因或发病机理，需要
使用不同的处方进行治疗。比如
中医诊断为“胃痛”，从发病机理来
分析，它可能由脾胃虚寒引起，也
可能是因肝气犯胃所致，还有可能
是食滞内停所发……治疗时必定
不能选择相同的治法、采用同一张
方子。

针对上述不同胃痛的病人，或
是予以理中丸、建中汤温胃健脾，或
予以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理气，或
予以保和丸消滞化积……无论哪一
种处方，最终都以不同的药用机制
达到治疗胃痛的目的。

其二，即使病证相同，但对于不
同体质的病人需要应用不同的治疗
原则，正所谓的“因人而异”。比如
同是肝气犯胃引起的胃痛，体质壮
实的人适合用柴胡疏肝散，而体质
偏虚的人则宜用逍遥散。

其三，虽然是同一种病证，但
由于处于病变的不同阶段，人体对
疾病的反应各不相同，因此也应该
采取不同的治疗原则。就像针对新
冠肺炎，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不仅根
据病情的轻重程度、病证类型提
供不同的处方，而且对于疾病处
于不同时期也提出不同治疗法
则，这正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
的精髓。

同样，中医治疗原则下又产生
了“异病同治”，指的是虽然疾病
不同，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出
现病因同源、病机吻合时，便可采
用相同的治法。也就是说，不同
的疾病如果发病机理相同，就可以
用同一种方法，甚至相同的主方进
行治疗。譬如临床上诊断为“胃
痛”“胃痞”“泄泻”，当这些病证都
是由于“脾胃虚弱”引起时，它们
的治疗原则便是相似或相同的，
只不过病位不同，用药会有所差
异而已。

中医为何强调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大师大师大师经验谈

牛代表着吃苦耐劳、勤勤恳
恳的形象，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
赞誉，不少中药也以“牛”命名。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非出自牛身
上而带“牛”字的中药。

牛膝：牛膝的原植物茎节部
膨大，形似牛的膝盖骨，所以取名

“牛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
中说：“其茎有节，似牛膝，故名。”
牛膝是中药里一味重要的引经
药，性善下行，可以引血下行、引
火下行、引药下行，长于活血通
经，又能补益肝肾、强筋健骨，兼

能祛除风湿。牛膝有川牛膝和怀牛膝
之分，来源于两种不同的苋科植物，区
别在于川牛膝长于活血通经，怀牛膝
长于补肝肾、强筋骨。

牛蒡子：牛蒡子是植物牛蒡的成
熟果实，在我国很多地区是一种常见
的蔬菜。传说一位姓旁的放牛老人发
现，牛吃了一种野草之后特别有力气，就
采集了一些自己食用，从此身强体壮。
于是，他把牛和自己的姓结合取名“牛
旁”，后来演变成“牛蒡”。牛蒡子具有疏
散风热、宣肺透疹、解毒利咽的功效，著
名方剂银翘散中就有牛蒡子的成分。

牵牛子：牵牛子是牵牛花的
种子，一般分为黑白两色，别名

“黑丑”“白丑”。牵牛的名字也来
源于民间，相传一位民间医生用牵
牛子治好了一位久治不愈的腹水
患者，这个人牵着牛前来道谢，医
生于是把这种植物命名为“牵
牛”。牵牛子苦、寒，有毒，有泻水
通便、消痰涤饮、杀虫攻积的作用，
用于水肿胀满、虫积腹痛等病。

青牛胆：青牛胆是中药金果
榄的别名，植物青牛胆也是金果
榄两种来源之一。青牛胆有清热
解毒、利咽、止痛的作用，是治疗
咽喉肿痛的常用药。

此外，还有牛大力、牛至、牛
胆参、紫金牛、牛筋草、牛尾菜等
以“牛”为名的中药材。它们多为
地方用药，在此不一一赘述了。

带“牛”字的中药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