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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滑膜炎是由于膝关节

滑膜受到急性创伤或慢性劳损而

引起滑膜损伤的一种无菌性炎症

反应性疾病，属中医“痹证”等范
畴。 临床表现为膝关节肿胀、疼
痛，功能活动受限。其主要原因是
膝关节损伤或劳损而致局部气血

瘀滞，津液不化或感受风寒湿邪，
闭阻经脉，流注关节所致。

本病因气血不通、 郁久化湿
生热，故见关节肿胀、疼痛，即膝
关节滑膜炎病机为风寒湿邪内

蕴、瘀血阻络，治宜采用中药煎汤
熏洗治疗膝关节滑膜炎， 疗效较
好，现介绍如下。

处方：牛膝、红花、泽兰、当归

各 30 克，忍冬藤 25 克，鸡血藤、
桑枝、伸筋草、透骨草、海桐皮、宣
木瓜、制草乌、制川乌各 20 克，细
辛 10 克。 肿胀明显加大腹皮、茯
苓各 20 克，五加皮 10 克；疼痛明
显加延胡索、丹参各 30 克；寒邪
重加制附片 6 克，桂枝 15 克。

用法：水煎， 取药液， 将药
液倒入木桶中， 将膝关节先熏蒸
后洗浴 ， 每次 20 分钟 ， 每日 1
剂， 分早晚 2 次， 连续熏洗 2 周

即可。
方解 ：方中伸筋草 、透骨草 、

制草乌、制川乌祛风除湿、散寒通
痹；宣木瓜舒筋活络；海桐皮祛风
湿、通经络；桑枝祛风湿达四肢及
经络，通利关节；当归、红花、鸡血
藤、泽兰活血散瘀止痛；细辛散寒
祛风；牛膝引血下行 ，直达病所 。
全方共奏活血化瘀、 通络止痛之
功效， 有助于关节腔积液的吸收
和消散， 故疗效较好。

很多患者认为皮肤病是小

问题， 喜欢自行购买一些外用
药物治疗。 其实， 外用药物也
有很多讲究。 乱用外用药有时
不但治不好病， 还会导致病情
加重。

误区一：瘙痒就用皮炎平
皮炎平的主要成分是醋酸

地塞米松、薄荷和樟脑。醋酸地
塞米松是一种弱效激素， 外用
主要治疗湿疹、 皮炎等过敏性
疾病， 因含有薄荷和樟脑外用
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对于虫
咬皮炎等瘙痒严重的疾病效果

不错。 但不是所有瘙痒的疾病
都是皮炎、湿疹，夏季好发的股
癣常常也瘙痒难耐， 此时用皮
炎平就会使病情加重。

误区二： 足部疾病就选达
克宁

达克宁的主要成分是硝酸

咪康唑，主要作用是治疗足癣、
股癣等真菌感染性疾病。 很多
患者自行购买治疗足部瘙痒 ，
但有的患者治疗效果不佳 ，因

为足部瘙痒不一定就是足癣。足
癣是导致足部瘙痒的主要原因，
但足部瘙痒还可能是湿疹、接触
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此时外用
达克宁无效，需要使用艾洛松等
激素类软膏。

误区三：足癣不痒即可停药
很多足癣患者喜欢外用美

克、兰美抒或达克宁治疗，三四
天后瘙痒消失即自行停药，但很
快又会复发。反复数次后便认为
足癣是不治之症。其实，这是用
药不规范所致，瘙痒消失后还应
继续用药一至两周，以彻底杀灭
真菌。患者还可以同时口服抗真
菌药物，与外用药物合用，这样
一两周就可以治愈。

误区四：蚊虫叮咬就用清凉油
蚊虫叮咬后外用药应以止

痒抗过敏为主。 炉甘石洗剂使
用方便， 止痒效果好， 艾洛松、
尤卓尔、 派瑞松等糖皮质激素
类软膏抗过敏效果佳。 如果瘙
痒剧烈， 可口服一些抗过敏的
药物。

★★ 山东微山 董 宁

★★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 四川彭州 胡佑志

皮肤病外用药物常见误区

皮肤瘙痒症是一种自觉瘙痒

而无原发损害的皮肤病。 患者以
老年人居多，其特点为皮肤干燥、
剧烈瘙痒。由于不断搔抓，常有抓
痕、血痂、色素沉着及苔藓化等继
发损害。本病属中医“痒风”“风瘙
痒”等范畴，多因年老体弱，气血
不足，血虚则燥自内生，导致肌肤
失养；气虚则卫外不固，易于感受
风邪，风邪侵袭肌肤而发病。治疗
以养血润肤、祛风止痒为主。临床
采用大枣桂枝干姜饮治之， 效果
不错。

具体方法： 取大枣 12 枚、桂
枝 6 克、 干姜 9 克， 共煎取汁即
成， 代茶饮之， 每天 1 剂， 7 天
为 1 个疗程。

方中大枣味甘，性温，归脾、
胃经，可补中益气、调和营卫、养

血安神、缓和药性。《神农本草经》
将大枣列为上品。 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大枣含有糖类、蛋白质、氨
基酸 、维生素 C、维生素 P 和矿
物质钙、磷、铁等成分，尤其是含
有大量的抗过敏成分———环磷酸

腺苷， 此成分通过抑制过敏性炎
症介质如组胺、缓激肽、花生四烯
酸等的释放，具有抗过敏作用。桂
枝味辛甘 ，性温 ，归心 、肺 、膀胱
经，功能发汗解表、温经通阳。药
理研究证实， 桂枝所含的主要成
分桂皮醛和桂皮油具有解热、镇
痛、镇静、抑制真菌、抗过敏等作
用。干姜味辛，性热，归脾、胃、心、
肺经，可温中散寒、温肺化饮、温
经通脉。 三者合用， 共奏益气养
血、调和营卫、祛风止痒之功效，
适于治疗各种皮肤瘙痒症， 尤其

对气血不足同时又感受风寒所引

起的皮肤瘙痒效果显著。
服药治疗期间，患者应忌食海

鲜及辛辣厚味之品， 如鱼、 虾、辣
椒、韭菜、葱、蒜、酒等刺激品，多食
清淡之物，如白菜、菠菜、豆腐、莲
藕、土豆等。皮肤十分干燥者，还应
多食些滋阴润肺健脾的食物，如百
合、银耳、黑芝麻、扁豆、花生、 山
药、 糯米等， 以使皮肤润泽。

大枣桂枝干姜饮治疗皮肤瘙痒症

中药煎汤熏洗治疗膝关节滑膜炎

★★ 张 货

遇到软组织损伤怎么办？

软组织损伤其实在我们日常

生活经常能遇到， 它是指软组织
或骨骼肌肉受到直接或间接暴

力， 或因为长期慢性劳损引起的
一大类创伤综合征。 组织出现损
伤后常常会出现微循环障碍、 无
菌性炎症， 致使局部肿胀疼痛。
那么， 软组织损伤出现的具体原
因和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出现损
伤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今天就
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软组织损伤的成因

软组织损伤通常包括摔伤、
殴打、 挫伤、 穿刺伤、 擦伤、 运
动损伤等， 伤处多伴随有疼痛、
肿胀、 出血或脱臼等， 广义上也
包括一些内脏损伤。 生活中的软
组织损伤主要见于扭挫伤， 但扭
伤和挫伤还大有不同：

扭伤： 指间接暴力使肢体和
关节周围的筋膜、 肌肉、 韧带过
度扭曲 、 牵拉 ， 引起损伤或撕
裂， 多发生在关节及关节周围的
组织。

挫伤： 指直接暴力打击或冲
撞肢体局部 ， 引起该处皮下组
织、 肌肉、 肌腱等损伤， 以直接
受损部位为主。

颈 、 肩 、 肘 、 腕 、 指间 、
腕、 膝、 跺、 腰等部位都可引起
扭挫伤。 其中， 腰部扭挫伤最常
见， 多见于青壮年。

软组织损伤的临床表现

软组织损伤的症状典型表现

为局限性疼痛， 深呼吸、 咳嗽时
加剧。 闭合性损伤可见胸壁皮肤
瘀斑， 局部血肿。 开放性损伤可
见胸壁伤口， 伤口的类型由于致
伤物不同而表现各异。 急性期表
现为局部渗血、 水肿以及剧烈疼
痛。 晚期可能出现肌肉、 肌腱的
粘连 、 缺血性挛缩 、 关节周围
炎， 甚至会引起关节僵直。

擦伤的伤口皮肤表面有擦

痕， 同时伴有组织液渗出， 点状
出血 ； 挫裂伤的伤口边缘不整
齐， 周围组织挫伤较重； 刺伤的
伤口小而深， 有时可见伤口内遗
留的致伤物； 切伤的伤口多呈直
线状， 边缘整齐， 周围组织损伤
较轻， 出血较多； 火器伤的伤口
周围组织损伤较大， 污染较重，
致伤物可遗留在胸壁组织内。 如
合并胸廓骨折、 胸膜和胸内脏器
的损伤， 则有相应软组织损伤的
症状和体征。

软组织损伤的护理方法

早期， 即伤后 24 小时后 48
小时以内， 冷敷非常重要， 可控
制出血和渗出， 减轻肿胀、 疼痛
等症状； 中后期可采用理疗、 按
摩、 活血药物治疗等， 结合功能
锻炼， 促进淤血与渗出的吸收、

组织修复。 软组织损伤的主要护
理要点如下：

忌烟与烈酒， 应少吃甜食、
油腻与辛辣刺激性食品。

要多饮水， 常饮些绿豆汤、
银花茶 、 菊花茶等具有清热解
毒、 清心消暑之功的茶饮。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软组
织损伤的保健工作要做到勤洗

澡、勤洗手、勤剪指甲、勤换衣被。
保持皮肤干燥清爽， 汗腺通

畅， 这是防止机体发生化脓性感
染的有效措施。

尽量防止蚊子 、 昆虫等叮
咬， 避免玻璃、 钉子割伤刺伤以
及水火烫伤等， 防止感染。

患有瘙痒性皮肤病者， 一定
要积极治疗， 做好软组织损伤的
保健要避免搔抓， 不可任意挤压
排脓， 以免炎症扩散。

软组织损伤治疗的中医药

治疗

软组织损伤的中医药治疗也

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诸多伤科流
派为软组织损伤的诊疗提供着丰

富的手法和用药。 上海地区就有
一家著名的中医骨伤科世家———
石氏伤科， 距今已有 140 余年的
历史。 肇始者石兰亭原籍江苏无
锡人， 早年精于武术， 开设镖局
为商家保驾护航， 同时研究出独
到的正骨疗法。 石老先生步入中

老年后， 弃武从医， 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举家迁居沪上 ， 石兰亭
先生与其儿子石晓山凭着高超的

医术打造出石氏伤科的治疗品

牌 。 光绪至民国期间 “石氏伤
科” 已经誉满沪上， 到新中国成
立时， 更成为江南八大中医伤科
流派之翘楚。

伴随石氏伤科发展的还有其

最负盛名的外敷药———三色敷

药， 其配方一直秘而不宣， 在临
床上广泛应用于各类骨折伤筋、
青紫肿胀疼痛， 亦可治陈伤及寒
湿痹痛， 但是三色敷药不是指三
种颜色， 而是指三包药， 故临床
应用中需要将三包药调和使用。

上世纪 90 年代，有着“膏药大
王”之称的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
司与石氏伤科共同对三色敷药进

行开发，采用国际领先的“巴布剂
型” 研制成新一代的骨伤外敷新
药———复方紫荆消伤巴布膏，也是
国内第一个药准字的巴布剂型外

用膏药，继承三色敷药的显著功效
的同时，还解决了三色敷药在使用
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膏药染色衣物、
被单， 敷贴膏药时周围皮肤过敏，
取下时撕拉疼痛等一系列问题。并
且这种新剂型具有单位载药量大、
药力渗透性好的特点。因此，软组
织损伤患者不妨试试复方紫荆消

伤巴布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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