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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供血不足
如何调养

头晕、头痛、耳鸣、健
忘、头脑昏沉、睡眠不足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同
时工作压力大、作息习惯也
不好，要当心有脑供血不足
的问题，建议到医院就诊。

确诊为脑供血不足者，
在积极接受治疗的同时，还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一
些居家调养方，达到标本兼
治的目的。

第一式：汤方调养

汤方：黄芪 15克、当归
15克、葛根20克、大枣3枚。

黄芪用常规的干品，当
归宜选全当归或当归头，葛
根亦可用粉葛代替。

将上述四样材料放入适
量水中泡 20分钟，然后开小
火煎 30分钟即可出锅，分两
碗（每碗约200毫升），早晚
各一碗，饭前饭后均可服
用，如饭后服，则隔 40分钟
为宜。

每服用5天，停2天，以
此为一个周期，连续服用 2~
5个周期。

针对不同体质人群，汤
方可进行如下调整：

脾虚湿重者 （舌体胖大
有齿痕、舌苔白腻、便溏）
加茯苓15克；

湿热者 （舌苔黄腻） 加
薏米20克；

脾胃虚寒 （隐隐作痛、
喜温喜按）加生姜5片；

手脚发凉者加肉桂粉 15
克。注意，肉桂粉的有效成
分不耐煎煮，应分成两份分
别兑入汤药中。

第二式：艾灸百会

百会穴位于头顶高处，
艾灸此处可引气血上行。

艾灸时，宜卧姿，以两
指按压然后分拨开头发，防
止烧到头发。以感到舒服的
温热（不必很烫）为宜，每
周3次，每次8分钟。

第三式：呼吸提肛

在中医看来，提肛动作
能“升阳”，进而能引气血上
升。

提肛时，两脚开立，与
肩同宽，用鼻子吸气并提
肛；吸尽后憋气，同时收紧
肛门，维持约 2秒，然后缓
缓用嘴呼吸，放松肛门。每
次50下，每天1~2次。

据《中国家庭医生》

夏季天气湿热，容易长湿
疹。湿疹是一种常见的皮肤
病，皮损形态多样，对称分布，
伴瘙痒，反复发作。部分患者
因为瘙痒剧烈可严重影响睡
眠和生活质量。

湿疹病程分急性期、亚急
性期、慢性期，但临床发病可
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开始发病，
并向其他阶段演变。急性期
严重时有水疱，因搔抓糜烂，
明显渗液，外观给人以“湿”的
感觉；亚急性期以丘疹为主，
渗液减轻；慢性期多见局部皮
肤肥厚、苔藓样变。

湿疹可以发生在身体任何
部位。其中有几种特殊类型的
湿疹包括手部湿疹，汗疱疹，乳
房湿疹，外阴、阴囊和肛门湿
疹，钱币状湿疹，自身敏感性皮
炎，感染性湿疹样皮炎。

目前湿疹的具体病因尚不
明确，多认为属于中医“湿疮”

“浸淫疮”“血风疮”范畴，其病
因虚实夹杂，急性期以湿热为
主，亚急性期以脾虚不运为主，
慢性期以血虚生风为主。中医
治疗湿疹，讲究辨证论治，治法
包括中药内治和外治。

湿疹内治：急性期治以清
热利湿，方药常选龙胆泻肝汤
或萆薢渗湿汤加减；亚急性期
治以健脾利湿，方药选用除湿
胃苓汤或参苓白术散加减；慢
性期治以养血祛风，方药选用
当归饮子或四物消风饮加减。

湿疹外治：宜清热除湿、
润燥止痒。中药湿敷法、浸泡
法适用于湿疹急性期、亚急性
期或慢性期，临床疗效确切。
中药软膏（黛柏膏、黄柏膏、樟
脑霜、青黛膏等）适用于湿疹
亚急性期和慢性期。

手部湿疹
手部湿疹又称“主妇

手”。手部湿疹是由于接触外
界各种刺激物质引起的手部
皮肤炎症反应，一般较难确定
病因，多数起病缓慢，发病率
高。之所以称之为主妇手，是
因为其好发于经常做家务，接
触洗洁精、洗衣液等碱性物质
的家庭主妇身上。此外，手部
湿疹也容易发生在接触许多
刺激性化学物质的人身上，比
如美发师、厨师、水泥工等。

临床症状
好发于手背、掌部及指

背、指端等部位，自觉瘙痒，程
度因人而异。常见有以下几
种表现：

角化性湿疹
常见于男性，在手掌部或

指部有角化增厚的斑片，干
燥，边界清楚，炎症性，冬重夏
轻，常因过多水洗，受肥皂或
洗涤剂的影响而恶化。

汗疱疹样湿疹
在手掌、指部或侧缘部出

现深在性水疱，瘙痒，进而有
鳞屑，有时呈领圈样，炎症多
不著明，但亦可发生糜烂、渗
出现象，有感染时出现脓疱
等，有的则表现为干燥鳞屑性
损害，伴皲裂而无水疱。

盘状湿疹
多见于手背，呈少数如小

钱币状鳞屑性或红斑渗出性
损害，倾向湿润改变。呈对称
性，自觉瘙痒。

常见病因
过度清洁
尤其是预防新冠肺炎等

疾病期间，强调手消毒，好多
人在外面接触了东西之后，回
家用消毒液过度清洁手部。

饮食不良
进食了容易引起过敏的

食物，如海鲜、牛羊肉、菠萝、
榴莲、荔枝等。

其他疾病有关
比如糖尿病、甲状腺疾

病、焦虑失眠等。

如何护理
避免接触过敏物质
如果必须接触过敏物质，

在接触之前就要戴手套，建议
先戴一层棉手套，再戴一层橡
胶手套。

保湿
不要用热水洗手，注意保

湿，洗手后必须用护手霜，不
要怕麻烦，多用几次很有必
要。

饮食
饮食也是很重要的，要戒

烟酒，要注意容易引起过敏的
食物，如海鲜、牛羊肉、菠萝、
榴莲、荔枝等，要观察进食后
症状是否加重，如果加重就要
停止食用。

情绪调养
注意调节情绪，保持心情

平和，保证充足睡眠。要多运
动提高免疫力。

及时治疗其他疾病
如有合并其他疾病，同时

要治疗其他疾病。

对于湿疹这一反复发作
的皮肤病，很多患者懒得找医
生看，会自行购药或轻信网
络、坊间偏方。对此，医生表
示，对湿疹自行治疗是不科学
的，自己买药吃一吃、抹一抹，
有时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
而会加重病情。比如，药店就
有不少标榜治疗湿疹的复方
制剂、激素制剂，令人眼花缭
乱，患者应注意鉴别，谨慎使
用。即便是外用药，最好也在
正规医院皮肤科医师的指导
下使用。含激素的药膏更不
宜大面积或长期使用，否则，
会导致皮肤发红、毛细血管扩
张、皮肤萎缩等副作用。

饮食调理
湿疹患者饮食宜清淡，辛

辣食物、牛羊肉、海产品是令
湿疹症状加重或难愈的重要
因素之一。所以，湿疹患者宜
少吃鱼、虾、蛋类、牛乳等容易
引起过敏的食物。患者可配
合一些饮食疗法，可作为饮食
治疗的药材与食物有：绿豆、
海带、冬瓜、薏米、赤小豆、扁
豆、淮山、车前草、木棉花、绵
茵陈等。

薏米红豆煎
薏米30克，红小豆15克，

加水同煮至豆烂，加适量白
糖，早晚分服。适用于急性及
亚急性湿疹患者。

冬瓜薏米粥
冬瓜30克，薏米50克，煮

粥食用，有助治疗脾虚湿困型
湿疹。

绿豆海带粥
绿豆 30克，水发海带 50

克，红糖适量，糯米适量。将
绿豆、糯米煮成粥，加入切碎
的海带，加入适量红糖，再煮
几分钟即可，夏季尤宜。

车前瓜皮薏米汤
冬瓜皮30克，薏米30克，

车前草 30克，一同煮汤，有助
治疗阴囊湿疹。

马齿苋煎
鲜马齿苋 30—60 克，水

煎，每日分数次饮用，并可配
合外洗。

夏季湿热 当心手部湿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