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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正骨科主任，毕业于河
南中医药大学；曾进修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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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病、巨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游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峡部裂、腰椎滑脱和腰椎管狭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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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厌学、抑郁、暴力倾
向、迷恋上网……对身上出现
这些异常行为的孩子，人们往
往会给他们贴上了一个不好的
标签——‘问题孩子’。而在这些
所谓的‘问题孩子’身上，究竟是
孩子有问题，还是父母、家庭有问
题呢……”在2019年郑州市心理
卫生协会年会暨家庭治疗专题学
术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的杜亚松教授以“儿童青
少年的家庭心理治疗”为题，展开
了专题学术讲座。

“家庭是一个动态的个体发
展变化的系统，核心家庭组织发
生了变化，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
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杜亚松分
析说，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土壤，也
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地方。未成
年人出现异常状态，背后的根源
往往在于家庭。也就是说，在“问
题孩子”身上，背后往往隐匿着有
问题家长，孩子之所以在成长中
出现心理问题，多是父母的原因

造成的。因此，既要有针对性解
决孩子心理问题，也要搞清楚父
母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家庭治
疗”。

“婚姻就像是一场精细的外
科手术，一旦没有做好，受影响
的绝不仅仅是个人。许多父母
因为孩子的行为偏差，求助于心
理治疗。在接受一系列的辅导
之后，往往发现是夫妻婚姻先有
问题。”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
中心的刘亮博士在“家庭治疗的
临床应用——代际理论与派遣”
的主题学术讲座中，围绕“代际模
型的基本观点：自我分化、自我分
化的尺度、自我分化的构成要素、
界限；家庭系统中的三角化：迂回
结盟和冲突转移、核心家庭情绪、
家庭投射过程的影响因素，情感
阻断、情感阻断方式、史第尔林的
派遣理论、派遣过程的偏倚等”进
行了系统讲解。

“家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因素，父母对孩子心理、

性格和人格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往往带着家庭
的影子。”刘亮在授课中说，造成
孩子“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主要
有：父母关系不和，造成孩子缺乏
温暖和安全感；对待孩子简单粗
暴，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过分
溺爱孩子，导致“妈宝男、妈宝女”
的产生；父母望子成龙让孩子不
堪重负；父母及祖父母对待孩子
的态度和方法不一致，导致孩子
无所适从。大多数父母最喜欢对
孩子说的一句话是：“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孩子在成长的过
程中，不停地被这句话催眠，“妈
宝男”的父母更甚！

“带着情感的倾诉有疗愈作
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
胡雄教授和孔德荣教授分别以

“家庭治疗的生效机制”“家庭亲
子沟通技巧”为主题，重点阐述了
在心理治疗中如何共情，给孩子
体验的机会、延迟判断并建立融
洽意识等内容。“你不能解决问

题，你就会成为问题。问题不会
凭空消失，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呈
现。”胡雄在授课中说，当孩子出
生，进入原生家庭系统，成为家庭
系统三角关系中的一角后，孩子
也会成为父母关系的焦点。因
此，给孩子更多的关怀和自由，认
可他们，信任他们，这是最基本
的。

“一直以来我院发挥社会公

益属性，致力于医疗慈善惠民，在
现行的治疗和康复中，更多地考
虑如何帮助这些家庭处理疾病带
来的种种问题。”郑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院长霍顺利在发言中说，很
多事知易行难，今后，我们将进一
步提升医院专业化水平，在自身
建设上多下功夫，充分发挥职能
职责，不断提升心理卫生服务水
平。

心理专家：“问题孩子”背后藏着“问题家庭”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可能整个家庭都要“治疗”

□杨 须 席 娜

治溃疡性口腔炎方
取吴茱萸适量晒干，研碎后用醋调成糊状，分别置于两

块2厘米×2厘米纱布上。晚上睡前洗净双脚，将上述药物贴
于涌泉穴，外用胶布固定，次日晨起后揭去。具体药物用量：
1 岁以下 2 克~6 克；1 岁~5 岁，6 克~9 克；5 岁~15 岁，9 克~12
克；15岁以上12克~15克。

治湿疹方
吴茱萸（炒）30克，乌贼骨20克，硫黄6克。上药共研为

细末，外撒于患处，或用蓖麻油调成糊后外敷患处，外用纱布
覆盖固定，每天换药1次。

腰腿痛外敷方
杜仲、续断各50克，红花、丝瓜络、当归、乳香、没药各30

克，川牛膝15克，麝香1克。上药共研为细末，贮瓶备用。用
时取药适量，分别撒于肚脐和腰腿部压痛点上，外用纱布胶
带固定；亦可用白酒调敷，每2天~3天换药1次，有补肾壮腰、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效。

腱鞘炎熏洗方
桂枝、紫苏叶各15克，伸筋草20克，透骨草、鲜桑枝各30

克，麻黄、红花各8克。上药加水煎沸20分钟，将药液倒入盆
内，趁热熏蒸患处，待温时再浸患处，每次熏洗30分钟，每天2
次。5天为1个疗程，一般一两个疗程可愈。

睑缘炎熏洗方
菊花15克，蒲公英、金银花各30克，蝉蜕10克。上药用

水浸泡30分钟后，大火煎沸3分钟~5分钟，不去药渣，即用药
液蒸汽熏眼，注意避免烫伤；待药液温凉时，用干净纱布或棉
球浸湿洗眼，每次熏洗30分钟，每天3次。

周某，男，年 52 岁，嗜酒如
命。患者某天酒后摔倒，导致大
转子骨折，在某医院被诊断为股
骨头塌陷坏死，治疗半年，但骨
痂不形成，持双拐方能行走。患
者苔黏腻水滑，脉缓而细，饮食
较少，喝酒依旧，小便微黄、大便
正常。

诊断：痰湿阻络。气血精微
不能养骨，故不能结骨痂。

处方：黑附子 50 克，干姜 10
克，肉桂 15 克，炙甘草 10 克，陈
皮 20 克，生半夏 20 克，茯苓 20

克，枳实 20 克，竹茹 20 克，黄连
10 克，胆南星 15 克，制远志 15
克，菟丝子 30 克，枸杞子 30 克，
补骨脂 30 克，续断 30 克，骨碎
补 30 克，淫羊藿 30 克，当归 30
克。

每诊10剂~15剂。患者服药
共3个月内未饮酒，骨痂形成，行
走无碍。

半年后随访患者，已经可以
行走。

按语：饮酒多痰湿，痰湿阻碍
气血精微吸收，故股骨头不能长，

反坏死。对该患者应用大回阳饮
火神派祖师郑钦安说，干姜、附子
可扫一切荫翳。《内经》记载，益火
之源，以消荫翳。笔者又用黄连
温胆汤（黄连、陈皮、半夏、茯苓、
炙甘草、竹茹、枳实）化痰饮。又
合肾四味加味（枸杞子，菟丝子，
补骨脂，续断，淫羊藿，骨碎补），
壮肾生骨。全方干温大热，大便
易干，故先用 30 克当归，生血润
燥。该方理法明了，故患者能愈。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涧西区
军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立冬之后，寒气逐渐加重。
一般情况下，人们采用多穿衣
服、戴手套、戴帽子等方法来防
寒保暖，饮食方面则多食肉类等
高热量食物。笔者介绍一种通
过穴位按摩来激发体内阳气、防
寒保暖的方法。

按摩、揉搓耳朵

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并
认为耳与全身的经络系统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十二经脉直接
或间接地经过耳朵，故有“耳者，
宗脉之所聚也”的说法。现代生
物全息理论也发现了耳朵与人
体器官的对应关系。冬季经常
按摩双耳，不但能预防冻疮，还

有助于肾脏的保健和气血的顺
畅。

按揉、敲打足三里穴

民间有句俗话，“常按足三
里，胜于吃只老母鸡”，说明经常
刺激足三里穴有补中益气的功
效。

取穴：双腿屈膝 90 度，从两
侧的外膝眼处向下四横指处便
是足三里穴。古今大量的实践
证明，足三里穴能防治多种疾
病，是强身健体的重要穴位和抗
衰老的有效穴位。“三里”是指理
上、理中、理下。胃在肚腹的上
部，胃胀、胃脘疼痛的时候就要

“理上”，按足三里的时候要同时

往上方使劲；腹部正中出现不
适，只用往内按即可；小腹在肚
腹的下部，对小腹的病痛就需要

“理下”，应在按住足三里穴的同
时往下方用力。

按揉涌泉穴

涌泉穴位于足心，在足底
前 1/3 凹陷处，是养生防病的要
穴，尤其适用于肾虚、怕冷、体
乏、精神不振的中老年人。俗话
说 ，“ 若 要 老 人 安 ，涌 泉 常 温
暖”。笔者建议，每天用双脚掌
对搓双脚，或用右手搓左脚，左
手搓右脚，坚持按摩可使人精力
旺盛，体质增强，提高御寒能力。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小青龙汤温肺化饮

治验：李某，男，65岁。因恶
寒发热，咳嗽，咯痰3天就诊。有
慢性咳嗽病史 6 年余，每至冬季
发作。3天前，因起居不慎而发寒
热，咳嗽，咯清稀痰，伴有干呕，纳
呆。体温37.6摄氏度，舌质淡红，
脉浮小滑，苔薄润。脉症合参，辨
为风寒外袭，引动内饮，致肺气失
肃，发为咳嗽。

治疗：散寒温肺，化饮止咳。
方药：小青龙汤加味。炙麻

黄6克，桂枝10克，炒白芍10克，
细辛5克，姜半夏10克，淡干姜6
克，五味子6克，炙甘草6克，芦根
15克。共3剂，水煎服。

患者服药后汗出热退，咳轻，
痰转为白黏。守上方加砂仁 6
克，服用 3 剂后，患者饮食增加，
咳痰已消失。

按语：小青龙汤为治疗“心
下有水饮”，水饮上迫于肺的主
方。辨证要点在于咳嗽伴痰涎
稀薄，温肺化饮的主药为干姜、
细辛、五味子。清代陈修园说：

“姜细味，一齐烹，长沙法，细而
精。”可谓真谛之言。笔者喜加

芦根于方中，芦根甘寒，有清肺
降逆的作用，但不助湿，又能避
麻桂姜辛之燥性；若伴喘促，可
加葶苈子肃肺平喘。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解肌平喘

治验：黄某，女，51岁。患咳
痰喘 1 个月余，曾服麻杏石甘汤
数剂，咳嗽稍减，但汗出绵绵，恶
风，且咯痰、喘促不减，舌体大、
质暗，苔白薄润，脉浮而细。追
问患者病史，每次感冒多有上述
症状。

辨证：肺脾气虚，湿痰不运，
营卫失和证。

方药：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
味，以外调营卫，内益肺脾。桂枝
10克，炒白芍10克，厚朴6克，炒
杏仁10克，生姜6克，大枣（剖开）
3枚，炙甘草6克，炒白术10克，百
部 10 克，炒葶苈子 6 克。共 3
剂。患者服用后，咳嗽、咯痰、喘
促均明显减轻，出汗减少，继续服
用5剂后，痊愈。

按语：《伤寒论》记载：“喘家
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该句
可理解为夙有咳喘的人因感受外
邪而发作，或感受外邪后出现表

证兼咳喘者，总以营卫失和、肺失
肃降、脾失健运为病机。该患者
咳喘兼有恶风、自汗，恰为本方之
适应证。

方中加白术以健脾；百部润
肺止咳；葶苈子肃肺降逆，脾肺和
则咳喘自安。

麻杏石甘汤清泄肺热，
化痰平喘

治验：汪某，女，48 岁。4 天
前，患者因感冒发热自行服用
APC（复方阿司匹林）及感冒片
后，汗出热退，遗患轻咳，自不在
意。隔天患者突发闷喘，咳嗽不
爽，咯黄黏痰，又自行服用紫花杜
鹃片未见效后，到笔者所在处就
诊。患者急性病容，面红气促，体
温37.9摄氏度，呼吸26次/分，右
下肺可闻及细湿啰音，舌质赤，苔
薄白而干，脉浮数。

辨证：痰热迫肺，肺气郁闭所
致。

治 疗 ：清 泄 肺 热 ，化 痰 平
喘。

方药：麻杏石甘汤加味。炙
麻黄 10 克，生石膏 30 克，炒杏仁
10克，炙甘草10克，百部10克，北

沙参30克。共3剂。患者服药后
热退咳喘减轻，后加芦根 30 克，
继续服用5剂后，症状消失。

按语：该患者为外感余热未
尽，内闭于肺所致。麻杏石甘汤
为寒热相济之剂，麻黄辛温开泄
肺气，石膏辛寒直清里热，麻黄得
石膏则宣达肺气而不助热，石膏
得麻黄则清泄里热而不遏肺气。
两药相伍，对肺热郁闭之咳喘颇
有卓效。在用量上，多数医者认
为，若热重咳轻，石膏与麻黄比例
为 10∶1；热轻咳重，则为 5∶1，此
经验可资参考。

苓桂术甘汤健脾化湿，
祛痰止咳

治验：陈某，男，63岁。患慢
性支气管炎10余年，患者每至冬
季咳嗽、咯痰、气喘，闭门不出，曾
用多种中西药治疗，效果不佳。
1980 年秋季，笔者从
固本入手，予苓桂术
甘汤合玉屏风散配成
水丸剂，连续服用2个
秋冬季节。1983年随
访患者，服药后身体
温和而有力，咳喘咯

痰较前明显减轻，后又继续服用，
咳喘基本消失。

方药：茯苓 100 克，炒白术
120克，桂枝60克，炙甘草100克，
生黄芪 160 克，防风 60 克。上药
共研细末，水泛为丸，如绿豆大。
每天3次，每次服用30丸。

按语：张仲景云：“病痰饮
者，当以温药和之。”久患咳痰喘
的人，肺脾肾俱虚。但从标治者
治肺，从本治者治脾或脾肾同
治。若使湿化有路，不聚生痰，
必须健脾温化，甚则温肾化饮。
苓 桂 术 甘 汤 独 具 健 脾 温 化 之
力。清代王旭高称该方有“崇脾
以利膀胱气”之功，所谓“利膀胱
气 ”，就 是 可 使 湿 邪 从 小 便 排
出。玉屏风散健脾益肺、御寒扶
正，乃预防外邪侵袭之良药，故
选用之。

（作者为全国名老中医）

经方治疗咳痰喘
□毛德西

化饮补肾法治疗股骨头坏死
□陈娱乐

穴位按摩提升体内阳气
□赵雅丽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的成熟果
肉。中医认为，山茱萸味酸、涩，性微温，具有补
益肝肾、收敛固涩的功能。常用于眩晕耳鸣、腰
膝酸痛、阳痿遗精、遗尿频数、崩漏带下、大汗虚
脱、内热消渴等。

《神农本草经》记载：“主心下邪气、寒热、温
中、逐寒湿痹、去三虫。”《药性论》记载：“止月水
不定、补肾气、兴阳道、添精髓、疗耳鸣，……止
老人尿不节。”

山茱萸又称山萸肉、枣皮、山芋肉等。方
中常用山萸肉、酒萸肉、蒸萸肉、制萸肉、山芋
肉、芋肉等。主产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秋
末冬初果实变红时采收。采回后，用文火烘焙
或置沸水中略烫，及时挤出果核，晒干或烘干
用。

炮制方法

山茱萸：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残留的核，
洗净，干燥即得。山茱萸生用，以敛阴止汗力
胜，多用于自汗盗汗。

酒山茱萸：取净山茱萸，用黄酒拌匀，待酒
吸尽，装罐内或适宜蒸器内，密闭，放水锅内，用
武火蒸至色变黑润，取出，干燥即得。酒制山茱
萸借酒性温通，有助药势，可增强温补肝肾作
用。多用于腰膝酸痛、胁肋疼痛、头昏目眩、耳
鸣、遗精等。

蒸山茱萸：取净山茱萸，置笼屉或适宜的蒸
器内，先用武火蒸，待上大汽后改用文火蒸至外
面呈紫黑色，熄火后闷过夜，取出，干燥即得。
蒸制山茱萸，补肾涩精，固精缩尿力强。多用于
头目眩晕、阳痿早泄、尿频遗尿等。

功效与应用

山茱萸具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的功效。
山茱萸味酸、微温质润，其性温而不燥，补而不
峻，补益肝肾，既能益精，又可助阳，为平补阴阳
之要药。治疗肝肾阴虚、头晕目眩、腰酸、耳鸣者，常与熟地黄、山
药、茯苓等配伍；治疗腰膝冷痛、小便不利，常与肉桂、附子等配
伍；治疗肾阳虚、阳痿者，常于补骨脂、巴戟天、淫羊藿等配伍；治
疗肾虚精关不固之遗精、滑精者，常与熟地、山药、牡丹皮、泽泻等
配伍；治疗肾虚膀胱失约之遗尿、尿频者，常与覆盆子、金樱子、桑
螵蛸等配伍；治疗妇女肝肾亏损、冲任不固之崩漏及月经过多者，
常与熟地、白芍、当归等配伍；治疗妇女脾气虚弱、冲任不固而漏
下不止者，常与龙骨、黄芪、白术、五味子等配伍；治疗大汗虚脱或
久病虚脱者，常与人参、附子、龙骨等配伍；治疗内热消渴，常与生
地、天花粉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山茱萸果实含山茱萸苷、乌索酸、没食子
酸、苹果酸、酒石酸、皂苷、鞣质等。山茱萸果实煎剂在体外对志
贺氏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病毒等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
山茱萸注射液能强心、升压，并能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
山茱萸醇提取物对四氧嘧啶、肾上腺素性及链脲佐菌素所形成的
大鼠糖尿病，有明显降血糖作用。山茱萸流浸膏对麻醉犬有利尿
作用。山茱萸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增强作用，体外试验能抑制
腹水癌细胞，有抗实验性肝损害作用。对因化学疗法及放射疗法
引起的白细胞下降，有使其升高的作用，且有抗氧化作用，有较弱
的兴奋副交感神经作用等。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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