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冬病夏治” 的理论依
据是什么？

答： “冬病夏治” 依据的是
中医 “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 ”、
“天人合一” 等理论， 是在春夏
季节人体阳气旺盛之际， 采用温
补阳气的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秋冬
寒冷季节多发疾病的方法， 是中
医 “治未病” 思想的体现。

具体来讲， “冬病” 多指好
发于冬季或者冬季加重的虚 、
寒、 里、 阴病症， 长期发作， 导
致阳气不足， 出现咳嗽、 哮喘、
泄泻、 怕冷、 易感、 关节冷痛等
病症。

而 “夏治 ” 是指在夏季三
伏， 阳气最旺之时， 顺应自然，
采用 “温”、 “热” 的方法补益
阳气、 散寒祛邪、 活血通络， 同
时增强人体之正气， 达到治疗或
者预防疾病的目的。

问： 艾灸适用于什么人群 ？
主要用于哪些疾病？

答： “艾叶能灸百病”，因此，
艾灸的适应症非常广泛，主要适
用于阳虚证、 实寒证患者， 亦可
用于阴虚内热、 实热证患者。

适用病种主要包括： 呼吸系

统： 感冒、 支气管炎、 阻塞性肺
疾病、 支气管哮喘、 过敏性鼻炎
等； 心脑血管： 胸闷、 心悸、 中
风后遗症 、 半身不遂 、 肢体酸
冷 、 活动障碍等 ； 肿瘤疲乏身
痛、 恶心腹胀、 气短懒言等； 胸
腰椎疼痛， 颈肩腰腿酸乏、 僵硬

等； 痛经、 四肢厥冷； 胃病、 腹
泻等疾病。

问： 艾灸有哪些具体的操作
方法？

答： 艾灸的具体操作方法有
很多种：

艾条灸 ： 将艾条的一端点
燃， 对准应灸的穴位或者患处，
距离皮肤约2-3cm， 进行熏灸 ；
施灸过程中， 可以根据施灸者手
指的感觉来测知患者局部的温
度， 调节施灸距离和时间。

温针灸： 是艾灸和针刺相结
合的一种方法， 留针过程中， 将
艾绒搓成团置于针柄上， 点燃，
热力通过针体传入穴位。

直接灸： 将做好的艾柱直接
置于应灸的穴位皮肤上进行施
灸 ， 施灸过程中可能会烧灼皮
肤， 留下瘢痕。 是否留瘢痕， 可
以根据临床治疗需要进行选择。

隔物灸： 又称间接灸， 是用
药物将艾柱和施灸的穴位隔开，

进行施灸的方法， 药物可以选择
生姜、 盐、 蒜、 附子等， 根据不
同的病症选择不同的间接灸。

问： 艾灸有无禁忌症， 哪些
人群不适合艾灸？

答： 艾灸适应范围较广， 但
也存在一些禁忌症， 如： 对艾叶
过敏者 ； 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婴
儿； 皮肤长有疱、 疖以及皮肤有
破损者； 严重心脏病者； 瘢痕体
质者等。

问： 艾灸前后， 需要有哪些
注意事项？

答： 艾灸期间禁食生冷、 辛
辣等刺激性食物； 艾灸1小时之
内不用冷水洗手、 洗澡， 避免吹
风扇、 空调等。

问： 艾灸后会不会出现不适
症状， 该如何处理？

答： 部分人艾灸会出现口干
舌燥， 这是人体正邪交争的正常

现象， 正气要抗邪外出， 可继续
艾灸 ； 如肝区 、 胃脘部或者小
腹部出现不适， 可能是肝胆、 脾
胃 、 妇科或者前列腺方面有隐
患 ， 如持续出现 ， 可进一步检
查； 艾灸上火， 这是一种较为普
遍的现象 ， 但也是一种好转反
应。 从体质上来讲， 阴虚体质、
经络不通的人更容易上火， 艾灸
可以通过作用于涌泉、 太溪、 足
三里的方法， 达到引火归元的目
的； 灸后头痛， 少数人艾灸后出
现头痛， 多是因为艾灸使阳气充
足 ， 阳气具有向上 、 向外的特
性， 邪气被迫循经从头发而出，
故而出现头痛。 缓解方法可以用
五指梳理头部， 疏通头部经络，
同时， 艾灸肾俞、 命门、 风池，
利于寒气排出体外。

问： 艾灸治疗是否存在一些
认识误区？

答 ： 大多数人认为 ， 艾灸
仅仅可以用于阴证、 寒证， 事实
上， 艾灸同样可以用于阳证、 热
证。 明代李梴 《医学入门》 云：
“虚者灸之， 使火气以助元阳也；
实者灸之， 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
也； 寒者灸之， 使其气复温也；
热者灸之， 引郁热之气外发， 火
就燥之义也。”

还有人认为 ， 艾灸属 “内
热”， 加快新陈代谢速度， 因此，
肿瘤患者不能艾灸。 事实上， 艾
灸可以减轻肿瘤术后、 放化疗并
发症， 缓解癌性疼痛， 提高患者
机体免疫力， 延缓肿瘤进程， 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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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 妙用艾灸

进入7月 ， 迎来了一年中
最闷热的 “三伏天”。 中医里
有一种 “冬病夏治” 的说法，
意指伏天是个不可错过的养
生时机 。 借助夏天里旺盛的
阳气来去散寒邪 ， 这是千百
年来都行之有效的传统疗法。
近年来 ， “三伏贴 ” 一直被
广泛使用 、 认可 ， 然而 ， 艾
灸的报道却相对较少。 今天，
我们请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
副主任医师赵宏波 ， 给我们
介绍一下伏天 “灸疗 ” 对人
体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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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
想尽快降压， 有时一种药物效果
不明显就很快换药， 有的老人担
心耐药， 想先把血压降下来， 再
换用其他药物维持， 其实这是一
种误区， 不利于血压的稳定， 严
重者会导致中风。

用于降压的药物由于药理作
用不同， 每一种药物降压的特性
也不同， 有的迅速起效， 有的维

持7~8小时， 有的能维持24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如果频繁换药，
每次更换药物都有一个适应过
程。 在此期间， 血压会出现应激
性波动， 对于动脉硬化多年的老
人来说， 极有可能导致中风。

如果服用一种或两种药物即
能控制血压，说明选对治疗靶点，
不需要换药，只要正常服用，可以
使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午宗）

高血压频繁换药易中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中医康复中心 副主任医师

赵宏波

本期专家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中央军
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的工作要
求， 确保北京地区空防安全。 丰
台工商分局稽查大队协作执法科
组织各工商所， 对辖区市场开展
无人驾驶航空器专项整治。

各个工商所组织执法人员借
助工商企业信息查询系统， 全面
收集可能会从事无人驾驶航空器
经营的企业信息， 重点检查经营
范围中含有 “航模”“玩具”“电子
产品”“百货”等项目的企业，查处
无照经营、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
违规违法行为。 同时， 召集辖区
各市场主办方， 加强对市场商户
的管理及引导， 督促市场主办单
位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严格落实
无人驾驶航空器销售登记和实名
购买措施。 对于存在经营 “无人

驾驶航空器”的行为的经营者，建
立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户台账。

目前辖区尚未发现经营 “无
人驾驶航空器” 的商户。 丰台工
商分局将继续加大市场检查力
度， 保证北京地区空防安全。

（刘晓微）

丰台工商分局
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