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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既是美丽的观赏花木，也是重要的药
用植物。花初开时为银白色，后变成黄色，一棵树
上同时开着两色花朵，新旧参差，黄白相间，故名
金银花、二花或鸳鸯花。金银花全草均可入药，素
有“药铺小神仙”的美名，但以花蕾的清热解毒功
效较佳，故有“圣药”之誉。夏季用其花蕾泡茶饮
用，有清凉解暑的作用，是不可多得的消夏解暑良
药。

中医学认为金银花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
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祛邪。它既能宣散风热，
又善清解血毒，具有清热解毒、凉散风热、凉血止痢
等作用，可用于各种热性病，如身热、发疹、发斑、热
毒疮痈、咽喉肿痛等证，均有显著效果。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强调金银花长于治疗“肿毒，痈疽，疥
癣，杨梅诸恶疮。”《本草纲目拾遗》说它“主热毒、血
痢”，《重庆堂随笔》说它“解瘟疫”。以金银花为主
要药物的银翘散，更是治疗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良
方。金银花亦是外科要药。《外科精要》记有：“金
银花治痈疽发背，不问发生在何处……皆有奇
效。”也可应用于阑尾炎、菌痢、肺炎等症。现代使
用金银花煎水内服，并配合局部洗涤，治疗疖、痈、
丹毒和脓庖疮，都有良好疗效。下面列举几款用
金银花制作的食品，炎夏可酌情选用：

金银花露：取金银花50克，加水1500毫升，浸
泡半小时，然后先猛火、后小火煎熬 30分钟，加冰
糖后放入冰箱备用，味甜清香，是夏季的上乘保健
饮料。此茶有清热解暑、解毒、养血止渴的作用，
可治疗暑热口渴、热毒疮肿、小儿热疖、痱子等症。

银菊饮：取金银花、白菊花各 10克，开水冲泡
或水煮后加白糖或食盐少许饮用。此饮料有清热
解暑止渴之功效，适应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头痛患
者服用。

银花薄荷饮：取银花30克，薄荷10克，鲜芦根
60克。先将银花、芦根加水 500毫升，煮 15分钟，
再下薄荷煮 3分钟。滤出加适量白糖温服。此饮
料有清热凉血解毒，生津止渴的功效，适应于风热
感冒、温病初起、高热烦渴的患者服用。

银花山楂茶：取银花 6克，山楂片 50克，白糖
100克，开水适量。先将银花和山楂片放在锅内，
文火炒 5~6 分钟，再加适量白糖，武火炒成糖饯。
此茶有清热，散瘀，消食的功效，适应于外感所致
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患者服用。

金银花莲子羹：金银花25克，莲子50克，白糖
适量。先将金银花洗净，莲子用温水浸泡，去皮
芯，用旺火烧沸，再转小火煮熬至莲子熟烂，放入
金银花煮 5分钟后加白糖调匀即成。此羹具有清
热解毒、健脾止泻的功效。

金银花山楂饮：金银花30克，山楂20克，蜂蜜
适量。将金银花、山楂放入锅内加水旺火烧沸 15
分钟后，将药汁倒入盆内，再加清水煎熬 15分钟，
将药汁倒入盆内。将两次药汁放入锅内，烧沸后
加入蜂蜜，代茶饮，能清热消食、通肠利便。

金银花粥：取金银花20克，加水煮汁去渣。粳
米 100克加水煮半熟时，加入金银花汁，继续煮烂
成粥。此粥有清热解毒之功效，适应于中老年人
风热感冒、慢性支气管炎、菌痢及肠道感染等患者
服用。

清凉消暑金银花金银花金银花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
夏天”，夏日的七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
着大地，知了的叫声令人心烦。天气炎
热，不太有胃口，又连续加班，有人就约
三五好友去涮火锅，羊肉、辣酱加上酒。
但饮酒后太过兴奋，晚上休息不好，第二
天牙龈肿痛、口腔溃疡，接踵而至。上火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上火虽然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但
要明确回答什么是上火，为什么会发生
上火，如何治疗上火等问题时好像又说
不清头绪。

火性炎上
头面部易发症状

上火是人们对人体出现一些中医火
热症状而导致的病证的俗称。《尚书》中
对火的属性概括为“火曰炎上”，即火具
有温热、向上升腾的特点。《黄帝内经》也
对火的生理病理作了详细的论述。中医
对火的认识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明确
论及上火，却年代较迟。最早记载“上
火”的是明代《本草蒙筌》中关于“上火
疮”的论述，可见当时也以疮疡作为上火
常见的病症。上火中的“上”表示方位，
指位置在高处外，另外，还有点燃等意
思。上火作为名词时，表示人体上部的
火热病症；作为动词时，可表示发生火热
状态。

常见的上火症状有口干、口腔溃
疡、眼干涩、牙龈肿痛、咽喉肿痛、烦躁
易怒、心烦失眠、面部疱疹、大便干结
等。我们根据流行病调查和专家论证，
结合上火的症状特征提出，凡出现牙龈
肿痛、咽喉肿痛、口腔溃疡、面部疱疹、
目赤干涩等 1 个头面部症状，或伴有大
便干结、心烦、五心烦热等全身不适就
可认为发生了上火。继而，对上火作了
以下定义：凡因精神紧张、过度劳累、辛
热药食等引起，以人体头面部口、舌、牙
龈、咽喉、眼、鼻等部位皮肤黏膜出现红
肿热痛、溃疡症状为主，并可伴有全身
症状、反应的一种轻微的易反复的疾
病。该定义反映了上火的基本诱因、常
见症状、发病特点等。

诱发因素多
症状复杂累及脏腑

夏天天气炎热，人休息不好，又大量

出汗，因此，常常感到疲劳。中医认为，
劳倦伤气。《素问·举痛论》指出：“劳则喘
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大量出
汗，津气也随着汗液而耗散，人体元气也
随之耗散，常可导致脾胃气虚，日久还可
导致阳气亏虚，因此会出现阴火上冲或
虚阳外越的虚火症状。有的人长期熬
夜、阴液耗损，表现为阴虚火旺的虚火症
状，虚火导致的上火多在疲劳后出现牙
龈肿痛、口腔溃疡等症状。夏季比其他
季节更容易发生上火。根据中医五行的
理论，夏季属火，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
盛，按照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一年之中
人体阴阳的变化规律，人体阳气在夏季
也是最为旺盛的，所以这时容易出现一
些中医的火热证候。

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也是上火
的重要诱因。中医认为，肝具有疏泄
的功能，如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则人体
气机条畅，气血运行正常，心情舒畅，
身心健康。肝脏喜条达而恶抑郁。如
若 肝 气 疏 泄 不 及 ，则 会 导 致 肝 气 郁
结。精神紧张常可导致的肝气郁结，
郁结日久则可化热化火，出现各种上
火症状。除了肝火外，精神紧张、烦躁
焦虑常会导致心火旺。中医认为心主
神明，精神活动常常影响到心，心开窍
于舌，心火旺常出现口舌生疮以及心
烦、小便黄等症状。

过度疲劳、精神紧张从现代医学分
析属于应激反应，为了应对社会、环境等
因素的刺激，机体作出一些适应性反应，
这些反应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有
效地应对刺激因素，另一方面又能导致
机体的损伤。比如在加班工作或精神紧
张时，机体分泌的一些激素使心率加快，
外周的血管收缩，这样可以保证大脑等
重要器官的血流，但外周的黏膜皮肤长
时间的缺血缺氧就会导致组织损伤。糖
皮质激素分泌增多可以升高血糖，保证
重要器官的能量供应，但糖皮质激素同
时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在皮肤黏膜局
部损伤、免疫力降低时，一些机会致病菌
就会发生感染，导致人体头面部皮肤黏
膜发生红肿热痛、溃疡等上火的炎症表

现。
饮食因素如过食羊肉、酒、辣椒等高

热量、刺激性的食物，也是上火重要的诱
因。羊肉属于肥甘厚味，摄入过多，不宜
消化，容易形成食积，食积又容易化火。
另外，瓜子、花生等炒货也会导致上火，
这些食物大都属于温热性质，经过炒制
温燥之性更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属
于高热量食物，也不容易消化，摄入过多
会出现嗳气、腹胀、大便酸臭等食积症
状。酒、辣酱都属于辛温之品，食用过多
会出现牙龈肿痛、口臭、大便秘结等胃火
的症状。现代医学研究，酒、辣椒等刺激
性食物容易损伤黏膜，而且酒在代谢过
程中产生很多能量，辣椒还能促进糖脂
的代谢。总之，高热量的饮食会加快人
体的能量代谢，特别是脂类代谢，一些代
谢产物会增强人体氧化应激反应，进而
引起机体的炎症免疫反应，加上刺激性
食物对局部皮肤黏膜的刺激损伤，以及
肠道菌群的改变，导致各种上火症状的
发生。

代谢加快
中医分为实火、虚火

研究发现，无论是精神紧张、过度疲
劳，还是各种饮食因素，导致上火的发生
都存在能量代谢加快的现象。加班熬夜
或是精神紧张都是通过调动人体潜在的
机能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保证相关器官
的能量代谢。糖和脂肪是人体主要的供
能物质，因为脂类的能量密度高，单位重
量的脂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所以脂类
可以满足机体一段时间较高的能量代谢
的需求。因此，脂类代谢与上火关系更
为密切。

上火的发生大部分是一过性的，持
续时间较短，一般一周左右就能痊愈，中
医认为这大都属于实火。还有部分患
者，经常发生上火，此起彼伏，而且持续
时间较长，但症状相对较轻，局部红肿热
痛不明显，这样的上火中医认为一般是
虚火。与实火相比，虚火的能量代谢升
高的相对较少，炎症反应也相对较弱，但
抗氧化能力、组织修复能力明显下降，同
时免疫抑制有所增强。上火的实火表现
相当于各种因素导致人体内环境失衡而
出现的一种急性炎症反应，虚火则与慢
性炎症类似。虚火上火一般表现为炎症
反应持续时间较长，机体虽然启动了一
些保护性的抗炎的反应，但仍不足以消
除炎症。

研究发现，一些容易上火的患者，在

上火间歇期没有发生上火症状时，体内
仍存在较高的炎症反应，这些患者大都
表现为湿热体质等中医热性体质，说明
上火易感人群具有一定的中医偏颇体质
的特征。另外，人体口腔和肠道菌群与
上火的发生密切相关，上火患者肠道拟
杆菌门的肠道微生物显著下降，有研究
发现拟杆菌门细菌对加固肠上皮、维持
肠道功能、脂肪酸氧化等方面都有具有
重要意义，而且肥胖者肠道内拟杆菌也
显著下降。口腔菌群结果发现，上火患
者口腔中存在一些机会致病菌，由此可
见，菌群变化与饮食、炎症免疫都有密切
关系。

及时治疗
防治结合很重要

一般而言，上火是一种一过性的疾
病，少则三五天，多则十余日，患者多能
自愈。然而，严重的口腔溃疡、牙龈肿
痛、大便秘结等症状，患者十分苦恼，需
要及时治疗。另外，部分患者长期反复
发作，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
可能是一些重大疾病的前兆，因此需要
及时进行相关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如
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及时诊断以
免延误病情。

根据患者上火严重程度的不同，轻
者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去除诱因等
方式不药而愈。如过食肥甘厚味或精神
紧张、过度疲劳引起的上火，可以分别通
过清淡饮食、减少热量摄入，适当休息、
精神放松等得以缓解。现在市面上的一
些凉茶，虽然大都含有清热泻火、养阴生
津功效的中药，但其糖的含量较高，大量
饮用会增加龋齿、肥胖和2型糖尿病等的
发生风险，值得注意，严重的上火则需要
中医辨证治疗。治疗上火实火宜泻，虚
火宜补，根据证候的不同，分别采用相应
的治法。属实者，宜以清热、利湿、解郁
为主，可酌情选用银翘散、枳实导滞丸、
丹栀逍遥散等。属虚者，则应以益气、滋
阴为主，可选用补中益气汤、知柏地黄丸
等。中医有很多治疗方法，如局部治疗，
可以散剂膏剂外用，如冰硼散、西瓜霜。
针灸、按摩也可以根据辨证选择清热、益
气等穴位。这些大都需要在中医师的指
导下进行。中医还注重预防，即中医的
治未病，可以选用药食同源的食物，如实
火可选用金银花、菊花、蒲公英；阴虚上
火可用枸杞、桑葚、百合等，长期服用，对
于调理患者的体质，预防复发等都具有
较好的效果。

夏日七月话
冬季热水泡脚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推崇的一

种养生方法，能够暖身体补中气，其实在炎炎夏
日，通过热水泡脚能祛除湿气，同样也能达到养生
的效果。

通畅经络 人体很多重要经脉都起源于足
部，一直往上走，通遍全身。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
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天天气闷热，常常会
让人感到疲劳困乏，特别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
大，睡前可适当用温热水泡脚，让经络通畅，调节
人体机能，既方便简单，也能消除疲劳、缓解压力，
还能改善睡眠。

祛湿排毒 在夏天，天气一热，人们就很喜欢
选择吃些生冷的食物，或者经常待在空调房中，这
样就会导致湿邪入侵身体。这时候可以选择中药
泡脚来排除体内的湿邪，从而达到祛湿保健的功
效。可以用藿香10克，苏梗10克，薏仁12克，茯苓
10克，法半夏 6克，白术 10克，猪苓 10克，花椒 10
克，甘草6克，以上这些药用水先泡半小时，然后大
火煮开，再改成小火煮15分钟，然后连中药一起倒
入泡脚水中，保持水温在 45度左右。泡脚盆最好
深一点，水多一点，没过脚踝最好。脚盆里的水凉
了及时续水以保持水温，时间以身上微微出汗为
止。

夏天热水泡脚益处多

三伏天是阳气最为旺盛的时期，虽
然酷暑难耐，人们身体健康也经受着巨
大的“烤”验，但是对于“春夏养阳”的养
生理论来说，三伏天却是最佳的养护人
体阳气的时间段。“冬病夏治”是根据

“春夏养阳”的原则，利用夏季气温高、
机体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调整人体的
阴阳平衡，将冬季易发作的疾病或不
适，及虚寒性体质，最大限度地以阳克
寒，在夏季根除及预防，达到标本兼治、
预防保健的作用。所以说“暑热在三
伏，养生也在三伏。”

在临床上，开展冬病夏治种类繁
多，内服外治方法均有，其中以三伏贴
外治法应用最为广泛。中医传统敷贴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到达相当完善
的水准，临床应用已有超过3000年的历
史。冬病夏治三伏贴，也是陕西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长期开展的一项传统中
医特色技术。在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
天，将中药敷贴在特定穴位上治疗秋冬
疾病的发作，这种“简便验廉”的治病防
病技术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接受和认
可。医院在传承这项特色技术的同时
不断创新发展，医院临床、养生专家潜
心研究，不断凝练，精作良方，采用多种

名贵天然中药材，与制剂中心合作研制
出品牌效应的中药贴剂，如消化科的温
胃止痛贴、温中止泻贴，呼吸科的哮喘
膏贴，儿科的增强体质贴等，配合火龙
灸、药饼灸等中医特色疗法，疏通经络、
以阳克寒，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医院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赵
晓平院长指出：“冬病夏治是几千年总
结出来的经验，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的

瑰宝带进社区、带进学校、带进机关、带
进厂矿，持之以恒，惠汲广大百姓。”

7月17日，正值今年入伏的第一天，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冬病夏治三伏贴
在呼吸科、消化科、儿科、针灸科、治未病
科等科室火热开展。患者早早来到各病
区排队等候，经过中医专家辨证选穴、艾
灸理疗后，医护人员将三伏贴敷于特定
穴位，大家纷纷被这种简便奇特、价廉效

优的中医特色治法所吸引，对中医的自
豪感和就医体验感倍增。副院长雷根
平、医务部主任周振国一大早就走访了
开展三伏贴的临床科室，仔细查看三伏
贴开展情况。雷院长详细询问患者的就
诊体验，并对科室人员的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他指出，三伏贴是中医外治特
色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临床科室要
不断发扬创新，提高临床疗效，相关职能
科室也要协力合作，不断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的满意度，并在当场就患者三伏贴
缴费的流程，立即协同医院网络信息中
心制定了优化方案。入伏第一天，医院
为千余人次贴敷三伏贴。

“服务树形象，体验树口碑，特色树
品牌！”赵院长说，“中医认为‘上工治未
病’，‘三伏贴’就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天
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和对疾病重视预防
为主的理念，小技术能做大文章！”陕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将始终坚持“以病
人为中心”，突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引领示范中医药特色文化，让中医药特
色技术成为群众广泛接受的防治疾病
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保障和增进百姓健
康福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董 盛 王建丽 李 莎）

冬病夏治正当时 陕中附院显特色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开展“三伏贴”活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