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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资 讯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医 说 新 语

《女医明妃传》带火中医养生
靠谱不靠谱且听专家说

杨 璞

2016年热播电视剧《女医明妃传》，讲述了一代女医的成长史，而剧中涉及大量中医

药方面的专业知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这些剧情有多少是靠谱的呢？“本剧中所

有中医食疗、医药方剂，为戏剧情景所需，请勿尝试模仿”的提醒，是希望大家不必太过

认真。让我们听听中医专家对此的解读吧！

疑问一：铁皮石斛真的是救命“仙草”？

剧情回访 允贤被徐府院子里的铁皮石斛吸引，称
其为救命“仙草”，说比人参还要灵。

专家点评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
中医师王东旭介绍，铁皮石斛在历史上的确有“仙草”
的美誉，《本草纲目》中对铁皮石斛的评价是“补五脏虚
劳羸瘦，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说，这种草药的养生功
效是有的，主要适用于阴虚体弱的患者，因为它是滋阴
的佳品，但是不适合阳虚的人服用，用错了就不是“仙
草”了，能不能救命还要看对不对证型。而且铁皮石斛
跟人参不是一类药，人参偏于温补，所以不存在谁更灵
的说法。剧中所说的院子里找到铁皮石斛，有点不可
信。因为石斛多生于崖石峭壁之间，家庭养植难度较
大，它对环境的要求很严格，即便是现在的种植技术也
很难做到。1992年在 《中国植物红皮书》 中，铁皮石斛
被收载为濒危植物。

疑问二：阿胶黄芪可治产后出血？

剧情回访 高龄产妇于家夫人小产，允贤为于夫人施针
止血之后，开出药方：阿胶1两，黄芪2两，当归5钱，红花1两，
丹皮3钱，干姜5钱，茯苓3钱。熬成理气散淤汤，连服七日，主
治跌闪小产，血流紫块。若血崩不止，就再加贯众炭3钱熬制。

专家点评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
医师李新珍指出，小产出血的中药调理不但要活血化
淤，也要注意止血，以防出血过多。方中的当归、丹皮
和红花有活血化淤的功效，阿胶有补血的功效，黄芪有
益气的功效，对于气血两亏的妇科患者，这个方剂的组
方是有道理的。但是，其他证型的患者未必适用，所
以，小产后进行中药调理，要到医院请中医辨明证型之
后，对证用药。

疑问三：十指放血能用于中风急救？

剧情回访 徐侍郎家大摆寿筵，徐太夫人却因东厂
的人闯入而受刺激，突然中风。众人皆手足无措，唯有
通于医理的允贤不但擅自用缝衣针施针于耳穴、人中及
手指、脚趾，放血救人，还开了药方。但她因不知中风
阴闭、阳闭之症，用药出现偏差。

专家点评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
师臧平介绍说，如果允贤“因不知中风阴闭、阳闭之
症，用药出现偏差”，那么这样针刺患者是比较危险的。
放血疗法有严格的操作方法和自身的适应症、禁忌症。
不是所有的中风都适合用放血疗法。导致中风的因素
有风、火、淤、痰、气虚和阴虚阳亢等6个，其中因气虚
和阴虚阳亢导致的中风便不能使用放血疗法治疗。放血
会耗伤阳气，气虚和阴虚阳亢而中风的患者，本来就很
虚弱，使用放血疗法治疗会让他虚上加虚。所以不建议

大家效仿。需要指出的是，针灸越早介入中风治疗越
好，中风患者的康复阶段针灸治疗更是有优势。

疑问四：燕子窝碾碎和油专治恶疮？

剧情回访 允贤遇见一名恶疮患者，她教尼姑以燕
子窝和油治疗恶疮。

专家点评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瘰疬科疮疡诊疗
专家黄子慧主任中医师介绍说，以燕子窝和油治疗恶疮
在古代医书中的确有记载。但是如今临床很少这样用，
以他们科为例，主要用粉剂和水剂类中药治疗恶疮的比
较多。而且不是什么油都能治疗恶疮的，即便是古代的
油剂中药也是经过配伍和一定工序的，所以不推荐大家
使用。

疑问五：香灰能止血？

剧情回访 允贤到永庆庵祈福，听闻许多百姓前来
求香灰，用它止血治病。

专家点评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
中医师夏公旭介绍说，香灰止血在不少民间医书中都有
记载，香灰有吸附作用，但是古代的香灰成分与现在的香
灰成分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从预防感染的角度来说，用香
灰止血也不太合适。现在的一般微小伤口用创口贴就可
以，既卫生又方便。较大的伤口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救治。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中医师潘立群教授提醒，在
《女医明妃传》 中出现的中医知识、土方有歪曲事实的现象，观
众切勿沉迷剧情。

例如：剧中谭允贤为穷人用锅底灰止血，用指甲、鸟粪、蚯
蚓混在一起，为监狱中病人解毒平喘，甚至还有用鸡粪、地浆
水、扁豆混在一起服用以救霍乱病人的戏份。潘立群说，片中土
方子大多缺乏科学知识，切不可相信和运用。以燕子窝碾碎和油
治疗恶疮这种方法比较原始，秦汉时期用得比较多。香灰止血在

古时有使用，现在则是不可取的。
虽然剧中出现的蚯蚓鸡粪治病、牛腹藏人等手段过于肮脏和

愚昧，但是剧中出现的诸多中医药物确实是流传至今的滋补良方，
比如人参、当归、阿胶等滋补秘方，这些至今仍然作为养生的重要
食物，乌鸡人参汤的补气养元功效、阿胶的补血功效都是可取的。

《女医明妃传》 掀起的“中医热”有利有弊，潘立群强调，
不应该盲目追剧，应当在尊重历史和弘扬中医的角度上，以辩证
的目光看待问题，切勿轻易模仿。 （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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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致命的妇科恶性肿瘤：
每年有22.5万新发病例，死亡人数
高达 14 万——很多人谈起卵巢癌
就会“色变”。由于缺少有效的筛选
方案，且早期患者无症状，70％以
上病例就诊时已为晚期。中华医学
会妇科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
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向阳近日
表示，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癌，也是
妇科恶性肿瘤第一“凶”癌。

向阳说，卵巢癌是一个隐形杀
手，目前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单
纯的妇科检查，包括查体、影像学
做 B 超，都不太容易被发现。虽然
手术技术和传统化疗均有改进，但
卵巢癌晚期患者长期生存率不超
过 20％。相对宫颈癌，虽然发病率
也高，但宫颈的位置比较浅，早期
病变容易发现。

向阳提醒，女性卵巢癌的发
病几率和家族遗传有密切关联，
70％的卵巢癌患者是发生在 50 到
60 岁围绝经期的女性，对这些高
危因素的病人，建议进行一定手
术的干预。

防治卵巢癌的关键是基因检
测和精准医疗，此前，美国著名
影星安吉丽娜·茱莉先后切除了乳
腺和卵巢，原因是检测出她携带
乳 腺 癌 和 卵 巢 癌 （BRCA） 基
因，是属于这两种癌症的发病高
风险人群。茱莉这项在中国人看
来不同寻常的决定，得到了乳腺
癌、卵巢癌专家的支持和认可。

BRCA 是一种抑癌基因，基
因检测是否呈阳性，是决定是否
进行预防性手术的有力依据。专
家介绍说，一项由多国学者共同
开展的大型国际研究显示，BRCA 基因突变女性接受
预防性卵巢切除能够降低80％的卵巢癌。

如何提升卵巢癌的治疗成效和卵巢癌精准诊疗水
平？向阳指出，对于这一恶性肿瘤，提早预防，可极
大地降低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提升生活质量。在
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指南都推荐所有上皮性卵巢癌
进行基因检测。如果女性体内一种基因存在缺陷，她
们患卵巢癌的风险将是其他女性的数倍以上。

向阳强调，5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可以
查查以预防，如果不携带这一基因，患卵巢癌的概率将不
到1.4％。一些曾有家族成员患上乳癌、卵巢癌等的个案，
属高危人群，建议接受检查。一旦确诊，便可以适时采取针
对性靶向治疗，杀伤肿瘤细胞，延长患者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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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创新传播论坛举行

本报电（徐述湘） 由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
主办的首届中国制造药物创新传播论坛近日在京
举行。

该论坛聚焦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来自医药监
管部门、国内制药领域创新型企业代表等，共同
探讨了影响我国药物创新的因素，以及中国制造
药物的国际化市场机遇和挑战等，明确挑战应对
措施，为“中国制造”药物的创新发展进行积极
的舆论引导。

关爱青少年肾脏健康进校园

本报电 （苏苏）“关爱青少年肾脏健康进校
园·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近日在北京市第
九中学启动。

据主办方北京联科中医肾病医院负责人介
绍，此活动除为师生和家长提供免费肾脏保健知
识、赠送有关科普读物外，还为其提供健康卡、
优惠体检卡等不同类型的服务，并在北京市各辖
区院校持续推广肾脏保健和预防教育，从而提高
全社会的肾脏保健和肾病预防意识。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超过 300 万青少年肾病
患者，肾病已成为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的重要
疾病。

哈特瑞姆打造精准特色专科

本报电（杨笑 肖佳） 由哈特瑞姆心律专科
医生集团和河北燕达医院联合打造的“燕达·哈特
瑞姆心律失常诊疗中心”近日成立。

据介绍，燕达·哈特瑞姆心律失常诊疗中心将
立足专科特色，北京专家 24 小时 365 天入住，从
事目前所有心律失常及相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目前，哈特瑞姆医生集团在燕达医院已完成 10例
单侧胸腔镜辅助下长程持续性房颤手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赖中药的疗
效，中药的服用也颇为讲究，用得合理
可以防治疾病，反之可能会影响身体健
康。清代名医徐灵胎在 《医学源流论》
中说得好：“病人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
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法，则非特
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下面
就讲解一下中药怎么服用才最有效、最
正规、最安全。

服药时间及多少：一般疾病服药多
采用每日一剂，分两到三次服。病情急
重者，每隔四小时左右服药一次，昼夜
不停，使药力持续，利挫病势。

时间上分为：饭前服，一般在饭前
30—60 分钟服药。治疗肠道疾病，宜在
饭前服药，因为在胃空状态下，药液能
直接与消化道黏膜接触，较快地通过胃

入肠，从而较多地被吸收而发挥作用，
不致受胃内食物稀释而影响药效。饭后
服，一般在饭后 15—30 分钟服药。对胃
肠有刺激作用的药，在饭后服用可减少
对胃肠黏膜的损害。毒性较大的药，也
宜在饭后服用，避免因吸收太快而发生
副作用。餐间服，即在两餐之间服药，
避免食物对药物的影响，治疗脾胃病的
药宜餐间服。空腹服，具有滋补作用的
汤药，宜早晨空腹服用，以利于充分吸
收。用于驱虫或治疗四肢血脉病的药物
也宜空腹服，这样可使药物迅速入肠，
并保持较高浓度而迅速发挥药效。具有
泻下作用的汤药也亦如此，以增强药
效。睡前服，一般在睡前 15—30 分钟服
用。补心脾、安心神、镇静安眠的药

物。隔夜服，主要是指驱虫药，睡前服1
次，第二天早晨空腹再服用1次，以便将
虫杀死排出体外。

服用中药也有温度要求：中医将外
感风寒、寒邪犯胃引起的疾病归入寒
证，要热服药汁，才能达到趋赶风寒、
健脾温中的目的。而用寒凉药治热性病
证，如肺炎、支气管炎、风热感冒等疾
病出现的口干、舌红、便秘等，宜凉服
或冷服。对于一般的汤剂，如调理滋补
类中药，温服即可。

在吃中药的时候，为了不影响药物
的发挥，有一些饮食禁忌，也是需要了
解的。服用中药时不宜吃生萝卜，因萝
卜有消食、破气功效，特别是服用人
参、黄芪等滋补类中药时，吃萝卜会削

弱它们的补益作用。生冷食物性多寒
凉，难以消化，还易刺激胃肠道，影响
对药物的吸收。故在治疗“寒症”时要
忌食生冷。一般服用中药时不要喝浓
茶，因为茶叶里含有鞣酸，影响对中药
中有效成分的吸收。热性辛辣食物性多
温热，耗气动火。如服用清热败毒、养
阴增液、凉血滋阴等中药或痈疡疮毒等
热性病治疗期间，须忌食辛辣。如葱、
蒜、胡椒、羊肉、狗肉等辛辣热性之
品。对那些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
疮疖、湿疹、荨麻疹等过敏性皮炎患
者，在服用中药期间忌食腥膻之物。

中药疗效好，掌握正确服药的方法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中药应中药应如何服用才安全有效如何服用才安全有效？？
王红蕊

中国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约为1‰至3‰，新生儿
听力筛查及耳聋基因联合筛查是尽早发现听力问题的
有效手段。在近日举行的全国“爱耳日”公益音乐会活动
中，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梁巍教授强调，要正确理解
全面康复理念，让听障儿童像普通儿童一样获得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就必须践行“以学前教育为基础，以听
力干预、听觉言语训练、言语矫治等专项技术为支撑，促
进听障儿童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康复模式。

梁巍说，以往社会普遍盛行的是残疾儿童缺陷补偿
观，其中“能听会说就是康复”的这一提法最为普遍。实
际上，全面发展才是听障儿“全面康复理念”的核心主旨
思想，即听障儿童身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听障儿童活
动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以及身体和精神的全面自由的发
展。最终目的都是为让听障儿童回归正常、健康的生活。

北京听力协会会长万敏强调，听障儿童康复的重点
在于三早：早发现、早矫治、早教育。2岁至5岁是治疗的
最佳年龄，一旦发现有听力障碍，要及时去医院进行诊
治，并通过有效的治疗手段，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 《关节置换术安全性与效果评
价》 项目组等部门共同支持的 《髋膝
关节置换快速康复——围术期管理系
列专家共识》近日在京正式发布。

此次发布的《系列共识》，将骨科加
速康复理念与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相结
合，提出了具体化，可操作的临床导向。它
以全景式模块化的方式，将围术期各阶
段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无缝衔接集成，

旨在改进外科手术操作技术和优化围术
期管理，积极推进加速康复理念的实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主任裴福
兴教授表示，围术期疼痛是骨科医生常
常面对的问题，它可引起机体应激反
应，影响睡眠，延缓患者康复，导致患者
住院时间延长，费用增加且满意度下
降。这就对镇痛方法和药物的选择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选择镇痛效果强，
作用时间长，更安全的药物。以加快患
者早期关节功能恢复，缩短住院时
间，加速术后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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