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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药
品种纷繁多样，在众多中药材中不得不提
的当数人参、熟地、附子和大黄。这四种
药作用强、疗效快、应用范围广泛，被明
代名医张介宾称作“药中四维”，推人
参、熟地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
将”。后人则称它们为中药里的“四大天
王”。这四种药究竟有何神奇?本期我们请
专家解读。

人参，补气药之王

人参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气
候，被称为“百草之王”，是驰名中外、老幼皆知
的名贵药材。在古代，人参的雅称为地精、神草
等。由于根部肥大，形若纺锤，常有分叉，全貌
颇似人的头、手、足和四肢，故而称为人参。

药性：味甘、微苦，性温、平，归脾、肺、
心经。

功效：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生津止渴、安
神益智。人参最重要的功用是急救，用于各种危
重症的气虚欲脱、昏厥、休克、气虚不固的大出
血。

配伍：人参与黄芪相伍，能够补益中气、大
补元气，对于虚损性疾病或者老年人体质虚弱，
以及长期久病卧床患者有较好疗效;搭配附子，能
够有效治疗手脚冰凉、头晕、目眩、气短;与干姜
合用，可以治疗中焦虚寒、上吐下泻、腹痛、食
欲差。

使用方法：人参可以噙服、泡服、泡酒服、
嚼服、炖服等。噙服就是将人参片或参须放在嘴
里含着，等没有人参味道的时候再嚼着吃下去;泡
服即将人参片放入碗中或杯中，用开水冲泡，盖
盖儿闷 5 分钟左右即可饮用;泡酒服就是用鲜人参
200 克加酒 1000 克，浸泡 3 周后即可取酒饮服;也可
切片嚼服，如果服用红参，可以将红参放在锅里
蒸软后再切成片，每次取 1~2 片放入口中细嚼，可
生津提神;炖服是指将人参切成 2 厘米的薄片，放
入瓷碗中，加满水，密封住碗口，放入锅内蒸炖
1~2 个小时即可服用。此外，人参还可以和老母
鸡、乌鸡、鹌鹑等煲汤，起到补血益气、强筋壮
骨、延年益寿的作用，适合老年人、体虚人群食
用。

禁忌：人参是补气药，如果服用过量，或没
有气虚症状、体质壮实者食用，反而会出现胸闷
腹胀等不适症状。使用时应从小剂量开始，以免
导致上火。此外，人参忌铁器，不可用铁锅、铝
锅煎煮。夏季天气炎热，不宜食用或多服。

代表方：独参汤，即只用人参一味药熬制的
汤剂，单味中药功效专一，主要用于扶危救急、
大补元气，适用于大出血或创伤后虚脱及其他危
重病证的病人。

代表药：人参健脾丸，以人参为主药，具有
补气健脾，和胃止泻的作用，用于脾胃虚弱所致
的精神倦怠，不思饮食、脘腹胀满、肠鸣泄泻。

熟地，补血药之王

熟地为滋补肝肾阴血之要药。熟地是由生地
黄炮制所得，生地黄本是大寒之物，功在凉血，
经炮制后的熟地黄却是温热之物，功在补血。《本
草纲目》 中说：“(熟地)填骨髓，长肌肉，生精
血。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利耳目，黑须
发。”

药性：甘中带甜，性微温，归肝、肾经。
功效：滋阴、补血，可治疗阴虚血少、腰膝

痿弱、遗精、月经不调、消渴、耳聋、目昏等。

配伍：常与当归、川芎、白芍
一起使用，能够辅助治疗血虚、心
悸、眩晕以及失眠和月经不调;如
果和酸枣仁等共用，可辅助安神补
虚; 如 果 是 崩 漏 下 血 ， 则 可 和 阿
胶、艾叶等同服以补血;如果与山
药、山茱萸等合用，可辅助肝肾阴
虚、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和生
地合用，既可以补益，又能清热，
对辅助阴血兼有热象者有良效。

使用方法：人们经常将熟地当
作汤料，让煲出来的汤有淡淡的熟
地味道，以补血益髓;也可用熟地
泡酒，根据不同需要放入不同药材
一同泡制。

禁忌：脾胃虚弱、气滞痰多、
腹中胀满且便溏者忌服。

代 表 方 ： 四 物 汤 ( 熟 地 、 白
芍、当归、川芎)。熟地为滋补肝肾阴血之要药，
在妇科中应用广泛，四物汤是其中代表，为补血
调血之良方。

代表药：六味地黄丸，重用熟地黄滋阴补
肾，填精益髓生血，为君药。

大补阴丸，有滋阴降火之功效，主治阴虚火
旺证，方中熟地具有滋阴潜阳的功效。

大黄，泻热药之王

早在两千多年前，大黄就作为我国特产的药
材而闻名于中外。据载，公元前 114 年，大黄经陕
西被运往欧洲。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曾在其著
作中提到，“大黄古代亦称黄良，言其疗效良好，
性质良好也;又称将军，言其能戡定祸乱，是救民
于水火的将帅。”大黄有推陈致新、祛邪扶正之
力，但又不像巴豆、甘遂之类那样峻烈。

药性：属苦、寒之品，归胃、大肠经。
功效: 利湿退黄、泻热通便、解毒消痈、行

瘀通经。
配伍：大黄与芒硝、厚朴、枳实等配伍可用

于大便燥结、积滞泻痢及热结便秘、壮热苔黄等;
配黄连、黄芩、丹皮、赤芍等，可治疗火热亢
盛、迫血上溢及目赤暴痛、热毒疮疖等;配合桃
仁、赤芍、红花等活血行瘀的药物，可用于产后
瘀滞腹痛、瘀血凝滞、月经不通，以及跌打损
伤、瘀滞作痛等;与茵陈、栀子等药配伍可清化湿
热，用于黄疸。

使用方法：生大黄泻下力强，故欲攻下者宜
生用，入汤剂应后下，或用开水泡服;大黄久煎则
泻下力减弱。酒制大黄泻下力较弱，活血作用较
好，宜用于瘀血证。大黄研末，可作为烫伤及热
毒疮疡的外敷药。

禁忌：凡表证未罢、血虚气弱、脾胃虚寒
者，无实热、积滞、瘀结者，以及胎前、产后，
均应慎服。

代表方：大承气汤 (大黄、枳实、厚朴、芒
硝)，主治大便不通、脘腹痞满、腹痛拒按等。方
中大黄泻热通便、荡涤肠胃，为君药。

代表药：麻仁丸，为润下剂代表药，有通
便、促进肠运动等作用，其中大黄通便泄热能加
强君药(麻仁)的作用，故为臣药。

附子，温阳药之王

附子一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因附于母
根而生长，故名附子。附子上能助心阳，中能温
脾阳，下能补肾阳，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本草汇言》 称：“凡属阳虚阴极之候，肺肾无热
证者，服之有起死回生之殊功。”

药性：辛、甘、大热，归心、肾、脾经。
功效：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

强心、调控血压等功效。
配伍：附子配肉桂可用于气血寒滞之证，补

阳益火、健脾，治疗肾阳不足、腰痛膝冷、脾阳
不振、寒冷腹痛、肺寒喘咳等;附子配干姜可治疗
心力衰竭、阳虚欲脱、手足逆冷、脉微欲绝，又
可治疗脾胃虚寒、脘腹冷痛、呕吐、腹泻等;附子
配白芍可调气血、理气机，治疗血脉不畅等;附子
配茯苓可治疗阳虚水停、小便不利、四肢沉重、
肢体浮肿等;附子配黄连可泻火护心，治疗冠心
病、心悸、心律失常等。

使用方法：附子中含有乌头碱，有毒性，可
导致心律失常、血压下降、体温降低、呼吸抑
制、肌肉麻痹及中枢神经紊乱等。因此，附子生
品只做外用，内服需经过炮制方可食用。若内服
过量或炮制、煎煮方法不正确，可引起中毒。曾
对附子有过敏反应的人，也要谨慎使用带附子成
分的中成药等。

禁忌：附子辛热燥烈，孕妇需谨慎使用，阴
虚阳亢者禁用。附子不能与半夏、瓜蒌、贝母、
白蔹、白芨等同用。

代表方：四逆汤 (附子、干姜、炙甘草)，是回
阳救逆、温中祛寒的首选方。方中附子大辛大
热，上助心阳以通脉，中温脾阳而散寒，下补肾
火而回阳，为君药。

代表药：附子理中丸，可温中健脾，用于脾
胃虚寒、脘腹冷痛、呕吐泄泻、手足不温。

虽然很多人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天气出门活
动，放松心情，但是长期接受紫外线辐射也有风
险。近期，美国“日常健康网”刊文提醒，除了
涂抹防晒霜，某些食物也能帮身体建立天然的保
护屏障，防止晒伤。

番茄和番茄酱。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科学
家发现，食用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可以减轻晒伤
的严重程度，增加皮肤的水分和弹性。皮肤病专
家认为，在日常饮食中可以多吃番茄和番茄酱。

西瓜。巴基斯坦农业大学的食品科学家发

现，与同等数量的番茄相比，西瓜的番茄
红素含量要高出约 40%。西瓜比大多数水
果的补水效果更突出，帮你拥有健康皮肤。

葡萄。初步证据表明，葡萄具有光防
护效果。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
皮肤病学家要求 19 名健康的成年人食用 14
天的冻干葡萄粉，然后测量其在 14 天前后
对紫外线的敏感性。结果显示，葡萄粉能
使皮肤更好地抵抗紫外线的有害作用。皮
肤活检显示 DNA 损伤较少，死皮细胞较少。

绿茶。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GCG） 是存在于绿茶中的一种特殊的营
养物质，它具有光保护作用。绿茶中的多
酚通过抗炎特性和增强 DNA 修复能力来提
供光保护作用。

咖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
学家发现，对咖啡的饮用量高与恶性黑色
素瘤的发病率低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每天
喝 4 杯或更多咖啡的人患皮肤癌的可能性要

低 20%。
可可。爱喝可可的人紫外线辐射对皮肤造成

的损伤明显少于不喝可可饮料的人。可可黄烷醇
的防晒作用相当于服用β－胡萝卜素补充剂或食用
西红柿等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

浆果。韩国翰林大学的生物学家发现，局部
使用一种名为鞣花酸的抗氧化剂能减轻紫外线辐
射所造成的炎症反应。鞣花酸通常存在于覆盆
子、草莓和蔓越莓等浆果中。这种酸能减缓分解
皮肤细胞中胶原蛋白的酶的释放。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2020
年全球最新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已经成为第三大
常见癌症，仅次于乳腺癌和肺癌，在癌症总病例
中，肠癌患者比高达 9.4%，其中中国结直肠癌患
者占全球 31%。在中国癌症死亡人数排行榜中，
结肠癌位居第五。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癌症光谱》刊登
一项最新研究，首次对早发性结直肠癌的非遗传
性风险因素展开了大规模分析。结果显示，红肉
吃太多、教育程度低和过量饮酒等因素与肠癌风
险骤增关系密切。

研究中，纽约大学研究员海耶斯博士及其团
队利用 13 项数据，对比分析了 3767 例 50 岁以下的
结直肠癌病例和 4049 例同龄对照组参试者，2.3 万
例 50 岁以上结直肠癌病例和 3.5 万名对照组参试
者。结果显示，早发性结直肠癌病例与对照组病
例发病年龄分别为 45 岁和 44.7 岁，两者大致相
同。研究人员还发现，未定期服用阿司匹林等非
甾体抗炎药、过量饮酒或酗酒、红肉摄入量较高
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会导致结直肠癌风险分别增加
43%、25%、10%和 10%。

海耶斯博士表示，这项新研究结果为筛查和
识别肠癌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重要依据。科学家认
为，爱吃红肉和爱贪杯的人群，患结直肠癌的风
险高，建议从 40 岁开始就应接受定期筛查，早发
现，早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