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脚冰凉， 又称手脚厥逆，
是由于体内阳气不足或郁滞不

通，从而不能布达四肢所致。患者
多属于中医所说的虚寒体质，除
手脚冰凉外，还表现有脸色苍白、
容易出汗、大便稀、小便清白、肤
色淡、口淡无味等，尤喜喝热饮，
即使炎炎夏日也会觉得寒冷。

在此，推荐一个治疗手脚冰
凉的方子： 取茴香籽 100 克，50
度以上白酒 500 毫升。将茴香籽
去杂洗净、沥干水分，浸入白酒
中，密封贮存，1 周后即可饮用。
每天 2 次，每次 20～30 毫升。

方中茴香籽是伞形科植物

茴香的成熟果实 ，味
辛 ，性温 ，归肝 、肾 、
脾、胃经，具有散寒止
痛、和胃理气之功效，
常用于寒湿、 气滞所
引起的胃寒呕吐、食欲不振、胃
脘胀痛、腹痛、大便溏稀、疝气，
以及子宫虚寒引起的不孕、痛经
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茴香籽
含有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和
挥发油如茴香脑、小茴香酮、茴
香醛等成分，具有增进食欲、帮
助消化、缓解痉挛、减少疼痛、护
肝利胆、抗菌抑菌、升白细胞，及
性激素样作用。白酒有通血脉、

散湿气 、行药势 、杀百邪 、恶毒
气 、除风下气 、开胃下食 、温胃
肠、御风寒、止腰膝疼痛等作用。
用茴香籽泡酒， 可获得温阳散寒、
理气止痛之功效，对于手脚冰凉、
寒疝腹痛、肾虚腰痛、胃寒呕吐、
脘腹冷痛及女子经行少腹冷痛等

病症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茴香籽性燥 ，故实
热、阴虚火旺者不宜饮用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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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 周一海

肝性脑病过去称肝性昏迷，
是严重肝病引起的、 以代谢紊乱
为基础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的综合病征， 是肝细胞功能严重
衰竭的表现之一。 其主要症状特
征有意识障碍、行为失常和昏迷，
而亚临床或隐性肝性脑病指无明

显临床表现和生化异常， 仅能用
精细的智力试验和（或）电生理检
测才可作出诊断的肝性脑病。门
体分流性脑病最为多见， 发生的
主要机制是门静脉高压， 门静脉
与腔静脉间有侧支循环存在，从
而使大量门静脉血绕过肝脏流人

体循环。
肝性脑病属中医的 “昏迷”

“急黄”“肝厥”等范畴。其病位在
肝、脑，与肝、肾、脑、脾、胃等脏腑
有关。常因肝病迁延不愈，邪热疫
毒，伤及阴液，以致虚风内动；或
因木旺克土， 肝气犯脾， 脾胃虚
弱，聚痰生湿，痰浊上蒙清窍，以
致神昏不识。本病病情危重，邪实
正虚，肝肾阴竭。

辨证论治

热毒伤肝，阴虚风动

症状：身热颧红、口干且苦、

不寐盗汗、烦躁不安胡言乱语、鼻
衄齿衄、大便干结、小便短赤、可
有扑翼样震颤， 舌红绛苔少或黄
糙，脉弦细数。

治则：育阴息风、泻热解毒。
方药： 三甲复脉汤合黄连解

毒汤加减。
羚羊角粉 0.3 克，生地 12 克，

白芍 12克，麦冬 12克，阿胶 9克，
龟板 12克，鳖甲 12克，牡蛎 30克，
麻仁 9 克，黄芩 9 克，黄连 3 克，
栀子 9克，生大黄 9克，甘草 6克。
随症加减：有扑翼样震颤者，加天
麻 6 克、钩藤 12 克，以平肝熄风；
鼻衄齿衄者， 加白茅根 30 克、白
及 9 克、侧柏叶 9 克，以止血；便
秘者，加芒硝 30克，以泄热通便。

瘀血痰浊，闭阻清窍

症状：面色晦滞、胸闷腹胀、
喉中痰声、精神痴呆、表情冷漠、
渐至神志模糊、言语不清、昏不识
人，或见黄疸、呕血色黯、腹大筋
露、 皮肤有红丝赤缕， 舌黯有瘀
斑，苔厚腻，脉濡。

治则：祛瘀导滞、豁痰开窍。
方药： 涤痰汤加减送服苏合

香丸。
半夏 9 克， 胆南星 12 克，陈

皮 6 克，枳壳 12 克，茯苓 9 克，甘
草 6 克，石菖蒲 12 克，桃仁 9 克，
红花 6 克，赤芍 9 克，川芎 6 克，
苏合香丸（吞）1 粒。随症加减：有
呕血者， 加白及 9 克、 三七粉 3
克、花蕊石 15 克，以止血；腹大筋
露者，加陈葫芦、虫笋各 9 克，以
利水消肿 ；见黄疸者 ，加茵陈 12
克、黄芩 9 克、栀子 9 克，以清热
利湿退黄。

脏腑虚极，肝肾阴竭

症状：昏迷日久、谵语气促、
肢体强直、手足痉挛、散发特殊肝

臭、小便短少或癃闭不通，舌质红
绛苔焦黄，脉微细数。

治则：育阴潜阳、息风开窍。
方药： 大定风珠加减送服安

宫牛黄九。
鸡子黄（生）2 枚，阿胶 9 克，

枸杞子 12 克，白芍 9 克，五味子
6 克 ，生地黄 30 克 ，麦冬 15 克 ，
麻仁 9 克， 龟板 12 克， 鳖甲 12
克，生牡蛎 30 克，石菖蒲 12 克，
甘草 6 克，安宫牛黄丸（吞）1 粒。
随症加减： 肢体强直、 手足痉挛
者，加葛根 12克、天麻 6克、钩藤
12克，以平肝息风；喉中痰涎鸣响、

肝臭、 便结者， 加黄连 3 克、 半
夏 9 克、生大黄 9 克，以清热化痰
通便； 尿少者， 加车前子 （包煎）
15克、泽泻 15克，以淡渗利水。

中成药选择

安 宫 牛 黄 丸 每 次 1 粒
（吞），每日 1～2 次。

苏合香丸 每次半粒或 1
粒， 每日 1～2 次。

醒脑静注射液 每次 10～20
毫升 ， 溶 于 等 渗 葡 萄 糖 注 射
液 500 毫升内静脉滴注 ， 每日
1 次。

★★ 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手脚冰凉试试茴香籽泡酒

肝性脑病的中医诊治

当今社会 ， 胃不好的人很
多，尤其是一说起老胃病 ，很多
人想当然地将它和慢性胃炎联

系在一起，但要问起慢性胃炎究
竟是什么， 有哪些具体分类，他
们却一问三不知 。其实 ，慢性胃
炎是指不同病因引起的各种慢

性胃黏膜炎性病变，它的发病率
在各种胃病中居首位。和一般人
的理解不同， 慢性胃炎的叫法是
一个笼统的概念， 其包含的具体
种类有很多种，分类方法也不少，
所以很多人一听到慢性浅表性胃

炎、 慢性萎缩性胃炎、 糜烂性胃
炎、 胆汁反流性胃炎、 出血性胃
炎、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就晕
头转向， 其实它们不过是不同分
类法下的慢性胃炎种类。 那么，

到底怎样分类才更容易理解？不
同的种类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问：慢性胃炎到底分几类
慢性胃炎比较简单易懂的

分类法， 可大致分为三大类：萎
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 （浅表
性胃炎）和特殊类型胃炎。目前，
这种分类主要是依据胃镜观察

及活检对胃黏膜层的炎症做出

的一种诊断。

二问：各种慢性胃炎是怎么
命名的

胃部有糜烂、出血等情况可
以通过胃镜检查肉眼直接看出

来且不需要做显微镜，因此可以
把胃炎分为糜烂性胃炎、胆汁反

流性胃炎、出血性胃炎等类型。但
有些诊断， 例如是不是萎缩性胃
炎，还需要做病理活检，在显微镜
下判断才能知晓， 最终医生会下
个诊断叫萎缩性胃炎伴糜烂。

三问： 慢性胃炎与症状是否
有关联

常见的慢性胃炎症状有上腹

疼痛、食欲缺乏 、餐后饱胀 、反酸
恶心等， 但不是所有患者都有症
状， 且症状严重程度与胃黏膜病
变的程度常常并不一致。因此，不
可以自我感觉症状的严重程度来

代替疾病的严重程度。

四问：慢性胃炎如何治疗
非药物治疗： ①应去除各种

致病因素， 彻底治疗急性胃炎及
口咽部慢性感染病灶。 ②宜选择
易消化无刺激性的食物，忌烟酒、
浓茶，少吃烟熏 、不新鲜食物 ，进
食宜细嚼慢咽。

药物治疗： 消化不良者可给
予胃黏膜保护剂治疗，如硫糖铝；
恶心呕吐及腹胀者可给予促胃肠

动力药，如多潘立酮；有反酸症状
者可给予碱性药物和抑酸剂 ；有
胆汁反流者可给予黏膜保护剂及

促胃肠动力药。此外，萎缩性胃炎
者应限制用抑酸剂， 可给予猴头
菌片等； 伴恶性贫血者应给予维
生素 B12和叶酸治疗；对重度萎缩
性胃炎者要定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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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

幽门螺杆菌感染 多见于

急性胃炎之后， 胃黏膜病变经
久不愈而发展为慢性浅表性胃

炎，主要指幽门螺杆菌感染。
刺激性物质 长期饮烈性

酒、 浓茶、 浓咖啡等刺激性物
质， 可破坏胃黏膜保护屏障而
发生胃炎。

药物损伤 有些药物如保

泰松、消炎痛、辛可芬及水杨酸
盐、 洋地黄等可引起慢性胃黏
膜损害。

胆汁反流 胆汁中含有的

胆盐可破坏胃黏膜屏障， 使胃
液中的氢离子反弥散进入胃黏

膜而引起炎症。
口腔、咽部的慢性感染
长期精神紧张，生活不规律
X 线照射 深度 X 线照射

胃部，可引起胃黏膜损害，产生
胃炎。

环境变化 如环境改变 ，
气候变化， 人若不能在短时间
内适应， 就可引起支配胃的神
经功能紊乱， 使胃液分泌和胃
运动不协调，产生胃炎。

其他病变的影响 如尿毒

症、 溃疡性结肠炎等均可引起
慢性胃炎。

预防

保持精神愉快 精神抑郁

或过度紧张和疲劳， 容易造成
幽门括约肌功能紊乱， 胆汁反
流而发生慢性胃炎。

戒烟忌酒 烟草中的有害

成分能促使胃酸分泌增加 ，对
胃黏膜产生有害的刺激作用 ，
过量吸烟会引起胆汁反流 。过
量饮酒或长期饮用烈性酒能使

胃黏膜充血 、水肿 、甚至糜烂 ，
慢性胃炎发生率明显增高 。因
此，应戒烟忌酒。

慎用、 忌用对胃黏膜有损
伤的药物 长期滥用此类药物

会使胃黏膜受到损伤， 从而引
起慢性胃炎及溃疡。

积极治疗口咽部感染灶

勿将痰液、 鼻涕等带菌分泌物
吞咽入胃导致慢性胃炎。

注意饮食 过酸、 过辣等
刺激性食物及生冷不易消化的

食物应尽量避免， 饮食时要细
嚼慢咽， 使食物充分与唾液混
合， 有利于消化和减少胃部的
刺激。 饮食宜按时定量、 营养
丰富 ，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
物。 忌服浓茶、 浓咖啡等有刺
激性的饮料。

小 链 接

慢性胃炎的病因及预防

★★ 张 货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