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臟是身體第二大器官，具有新陳
代謝、分解毒素等功能。註冊中

醫吳嘉麗表示：「肝主疏洩、藏血，疏
洩是指疏通、調節，協助身體氣血平順
運行，藏血則是指肝能貯藏血液和調節
血量，而且肝腎同源，有互相滋養的關
係，因此肝受損也會影響腎臟。中醫說
『肝不好』指肝經氣的循環出了問題，
『肝鬱』指肝氣鬱結，患者會覺胸脅悶
痛、容易發怒，『肝火旺』則指鬱結過
盛，造成口乾舌燥、眼睛乾澀、視物模
糊、頭痛等問題。」

肝臟受損的先兆
都市人生活壓力大，且飲食不均衡及

經常捱夜等壞習慣，都會加快肝臟受
損，使患肝病的風險大增，例如肝炎、
肝硬化，甚至肝癌。「肝不好」身體會
出現什麼現象？吳嘉麗解釋：「肝主
筋，開竅於目，其華在爪。肝與眼睛的
關係密切，眼睛是靈魂之窗，五臟六腑
的精氣通過血脈的傳送，都上注於目。
若肝血充足，就會視物清晰，若肝血不
足，則會出現目眩、視力模糊、目眶疼
痛等症狀。其華在爪中的『爪』是指甲
和趾甲，肝血和肝氣的盛衰都可以從爪
甲的色澤和形態上表現出來，若肝好則
爪甲堅韌、紅潤光澤，若肝血不足則爪
甲凹陷不平、顏色暗啞。指甲紫暗代表
氣血循環不好，指甲蒼白代表肝血不
足。肝主筋，是指全身筋膜依賴於肝血
的濡養，只有肝血充足，才能『淫氣於
筋』，使肢體的筋膜得到充足營養，從
而維持身體正常的活動。若肝血不足，
筋失所養，便會出現抽筋、痛症。」

肝臟幫助人體調節血液，日常生活習
慣上不注意養肝護肝，會導致肝臟疾病
多發，有什麼行為特別傷肝？吳嘉麗指
出：「如熬夜、過分操勞會傷及肝陰，
若晚上 11 時到 3 時不睡覺，尤其傷肝
陰、肝血。另外，大量飲酒也特別傷
肝，每日一杯可以接受，但若喝一整支

或一打就會令肝臟負擔很大，容易引起
脂肪肝。肝亦主情志，若情緒經常起伏
不穩，會損害內在臟腑，憤怒時肝氣不
疏及鬱結，肝火過重傷及肝陰。」她補
充，充足睡眠、保持心情開朗都是養肝
的好方法。

酸味食物可養肝
肝臟需要血液的供養，血液的生成與

健康飲食密切相關，吳嘉麗表示：「肝
五行屬木，青色對應到味覺是『酸』
味，因此青色、酸性食物可入肝，酸味
的食物可以養肝柔筋，青色的食物幫助
疏肝，例如醋、檸檬、奇異果、菠菜、
花椰菜、地瓜葉等，但也要結合食材的
四性五味以及食物的配搭。其他食物推
介以形補形的豬肝，能促進肝臟恢復功
能。枸杞能幫助肝臟排毒，並能提升肝
臟抵抗毒素的能力，枸杞泡茶也能養肝
補腎、清肝明目。另外亦推介吃桑椹，
有滋陰補血、生津潤腸的作用，可改善
皮膚血液供應，使肌膚白嫩、頭髮烏
黑，除了直接吃，可以 30 克黑桑椹加
入450毫升熱水沖泡5至10分鐘，見黑
加侖子茶色便可。此茶老少皆宜，惟糖
尿病者不宜多飲。」想要護肝，飲食上
要避免吃油膩、辛辣等刺激性食物，應
當清淡和均衡。

花茶疏肝解鬱
肝氣鬱結跟情緒、壓力大有關係，飲

花茶是比較簡單的紓緩方法，有疏肝的
功效。吳嘉麗解釋：「花茶有助理氣、
解鬱、疏肝，合歡花還有安神助眠的功
效，洛神花消滯解膩，玫瑰花溫通血
脈，較適合寒性體質，偏熱性體質人士
可選擇菊花，有助清肝明目。花茶可以
搭配杞子養肝補腎。日常也可以加一些
平和的藥材煲湯，如黨參、北芪可以健
脾益氣；熟地滋養肝腎，又或淮山、蓮
子、芡實等，都能健脾益氣，有助疏
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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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熟成時為
紫黑色，味道甜

中帶酸，可泡茶或
製成果汁飲用，有助

滋陰補血及護肝。

彈弓手：手指腱鞘炎
「彈弓手」這一名稱，對於一般市民，不

會陌生，一些主婦都有罹患過。它是手指損
傷的一種常見病，「彈弓手」又被稱作「彈
響指」。醫學上稱為「指屈肌腱腱鞘炎」。
腱鞘炎的發生常在掌指關節部位的籽骨與韌
帶所形成的環狀鞘管內，病變在與掌骨頭相
對應的指屈肌腱纖維鞘管內的起始處。該病
症常發生在大拇指、中指及無名指的掌面掌
骨頭。手的每一掌骨和掌指關節掌側的淺溝
與鞘狀韌帶組成骨性纖維管，指長屈肌腱和
指深、淺屈肌分別從各相應的管內通過。因
手指經常屈曲，使指屈肌腱與骨性纖維管反
覆摩擦；或長期手握持硬物，使骨性纖維管
受硬物與掌骨頭的擠壓而發生局部充血、水
腫，產生無菌性炎症，繼之纖維管變性，造
成管腔狹窄，使指屈肌腱受壓變細，形成兩
端膨大呈葫蘆狀。故當屈指時，肌腱膨大部
分在通過狹窄的纖維管，便出現手指的彈跳
現象。

「彈弓手」主要症狀：患指不能伸屈，用
力伸屈患指時感疼痛加重，還會出現彈跳動
作。故患指的特徵是「屈了不能伸直，伸直
了不能屈」，有時需要用另一手去幫助患指
屈曲或伸直，在伸屈時指間會發出「咯嗒」
一聲的「彈響聲」，故為彈弓手、彈響指。
在患病指的掌面掌骨頭處，可找到明顯壓
痛，並可摸到「塊粒」結節。

「彈弓手」的治療原則：消炎止痛、消結
化瘀、舒經活絡。常見的治療方法如下：
一：自我推拿。病症初期，可採用「以痛

為腧」針對疼痛點的自行推拿方法。用大拇
指的指面、指端，按壓、點撥發病手指的掌
面掌骨頭上的壓痛點，按撥、揉壓，每日兩
次為宜。

二：針對壓痛點的推拿治療。用指揉法、
指按法治療患處的疼痛處，再幫助患指作伸
與屈的被動動作，以達舒筋通絡，每周宜作2
至3次手法治療，減輕病症，直至治癒。
三：壓痛點針刺療法。用半吋長的針灸針5

枚，圍針發炎腫痛的壓痛點，具體針刺方法
是，先用一針，直針壓痛，疼痛的中心點，
再用4針，從12點鐘方向、3點鐘方向、6點
鐘方向、9點鐘方向，45度刺入，向直針一針
的中心痛點各自進行，達到「圍刺」的目
的，有消炎止痛，消結散瘀的作用。

上述自我推拿如果取效不顯，應求醫治
療。以臨床療效來分析，針灸、推拿效果相
對比較好。

「彈弓手」雖說不是大病，但常常困擾
人，使手部動作不利、疼痛、影響生活，而
且如治療不當、不及時，病痛可以延伸較長
期，故提議早病早醫，及時醫治。

中醫推介護肝食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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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偉，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中醫臨床教授，高級
主任中醫師。從事中醫臨床、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近四十年，
2003年獲中華中醫藥學會「全國中醫藥抗擊非典特殊貢獻獎」，專業
研究範圍為中醫藥治療風濕免疫類疾病和中醫內科疑難雜症。

飲水不當 當心患上「水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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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說「肝不好，未老先倒」，肝主疏洩、藏血，
負責五臟六腑的氣血運行，有助身體進行代謝、解
毒。現代人工作壓力大，易怒且經常熬夜，令肝的疏
洩功能失調。記者專訪註冊中醫吳嘉麗，講解最傷肝
的行為及肝臟受損的先兆，她並介紹四款湯水，由飲
食入手養護肝臟。

以上食療只供參考，食用前宜先諮詢註冊中醫。

水生萬物，是健康之本，在維持生命活動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內經．素問》指出：「飲入於胃，遊溢
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人體的水液代謝是一
個複雜的生理過程，其吸收、輸布與排洩，需要五臟六
腑共同參與和協調。其中腎主二便，司開合，為主水之
臟；脾主運化水濕，為水液代謝的樞紐；肺主行水，通
調水道，為水之上源；肝主疏洩，調暢氣機，氣行則水
行；心主血脈，行血而利水運。

如果臟腑功能失調，水液的吸收、輸布和排洩發生障
礙而停留於體內，就會引起中醫所說的「水飲病」，那
是指因體內多餘的痰、飲、水、濕等而引起的疾病，是
中醫臨床上的常見病、多發病，早在漢代醫聖張仲景的
《金匱要略》中就有專篇討論。中醫認為水、濕、痰、
飲，雖形質不同，而實為一物。濕乃水之漸，是水液瀰
漫浸漬的狀態，水之清稀者為飲，稠濁者為痰；濕常浸
淫為禍，痰多凝聚為害，水和飲每遊溢為患。臨床上痰
之為病多見咳、喘、胸脅滿悶或痞硬、眩暈、神昏、結
節腫塊等；水飲為病多見浮腫、嘔惡、腹瀉、小便不
利、心悸等；內濕為病多見身體困重、頭目昏蒙、脘痞
納呆、大便溏爛等症狀。水、濕、痰、飲，可停聚和流
竄到身體的各個部位，引發多種疾病，臨床表現多種多
樣，因此有「怪病多由痰作祟」的說法。其疾病範圍包
括西醫的呼吸、消化、循環、泌尿、神經、內分泌以及
運動等多個系統。引起「水飲病」的原因很多，除了臟
腑功能失調之外，飲水不當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河南名醫翟竹亭《湖岳村叟醫案》中記載了一個由於
飲水不當而導致「水飲病」的典型案例。一位三十歲的
青年人，盛夏趕路去縣城，因天氣炎熱，途中口渴難
忍，於是痛飲涼水三四碗，在路旁的大樹下乘涼熟睡。
醒來後腹脹難受，但不以為意。過了十天，出現眼瞼浮
腫如臥蠶，腹中有水聲，飲食也減少等。翟老先生診病
發現患者脾肺兩部的脈象沉滑有力，認為是因過飲涼水
導致體內積水所致，於是用張仲景《傷寒論》中攻逐水

飲的十棗湯加瀉肺利水的藥物葶藶子治療。服藥後，患
者由大小便排除了大約一木桶的水，疾病才告痊癒。人
在短時間內攝入過量的水，會導致稀釋性的低鈉血症，
西醫稱為「水中毒」，不及時治療，嚴重者或會死亡。

臨床常見不少病人，因聽了某專家的話，「每天堅持
喝八杯水才健康」，「多喝水可以幫助新陳代謝，保持
大小便通暢」，「多喝茶可以降脂瘦身，抗腫瘤，抗氧
化」等。此外，嶺南地區有飲涼茶和喝湯水的習慣，有
些朋友閒來無事就泡上一壺「功夫茶」來喝，自以為健
康，卻因長期飲用過量的水，導致水濕攝入太多，增加
身體負擔，水液代謝失去平衡，尤其是寒涼冰凍的冷
飲，更加傷害肺、脾、腎功能，久則水濕內停，導致
「水飲病」。無怪乎很多患者都說：我經常煲茯苓、白
朮、薏苡仁等祛濕茶來喝，可身體裏的濕怎麼也去不
掉。水性陰寒，水不自行，要氣來推動；水不自化，靠
氣來蒸騰。其吸收、運化和排洩過程中，需要消耗人體
大量的陽氣，故而陽虛體質的人更易患「水飲病」。

日常生活中，飲水適度很重要。身體缺水會令人口
乾，口乾就應喝水，以慢慢啜飲，達到解渴的量為準。
若飲水後仍不解渴，就要找出口渴的原因。體內水濕重
的人，也很容易口渴，這是因為水邪阻滯了氣機，或陽
氣虛不能化津，津液無法上承，反而自覺經常口乾舌
燥，時時欲飲水潤之，但這種情況下大多喜飲熱水，喝
多了反而不舒服，並且有舌體胖大、舌邊有齒痕、舌苔
白而水滑等表現，最好還是請中醫辨證加以判斷。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樣是水，在中醫
看來也大為不同。古人煎藥最講究水的質量，不同地
域、時間的水，其性質各有不同，中藥書裏專門有「水
部」來詳加分別。如井水補陰，解熱除煩，止渴；雨水
甘淡而涼，烹茶妙；山穴流泉開胃健脾，潤顏，釀酒益
人；米泔水清熱益氣，涼血解毒；雪水治時氣瘟疫、中
暑、熱狂，殺蟲，抹疿良；春雨水主升氣，升提；長江
急流水性下趨，通二便；陰陽水（即生熟水）治陰陽交
爭，霍亂吐瀉等等，都值得我們在實踐中用心體會。

中醫養生

漫話中醫漫話中醫漫話中醫
吳文豹吳文豹

作者簡介：吳文豹，前香港大學中醫學院副教授，從事中醫
臨床、醫學教學55年。曾在滬時從業西醫骨科，臨床經驗達17
年。在中醫骨傷、推拿、針灸及中西醫結合領域頗有造詣。對
臨床、教學有獨特見解與自己的理論學說。

菠菜豬肝湯

材料：菠菜 150 克、豬肝 200 克、
杞子30克、生薑5片。
做法：菠菜切頭或切成段、洗淨，

豬肝切片，把菠菜、豬肝及生薑放入
鍋內，加清水6碗大火煮沸，轉慢火
煲20分鐘，最後加入杞子再煲5分鐘
熄火即可，可因個人口味放少許鹽。
功效：菠菜有生血之效，豬肝以形補形。鹽不宜多放，尤其高血壓患者。腎

衰竭患者或痛風者忌服。

滋肝湯

材料：製首烏10克、熟地15克、山藥
30克、黑芝麻15克、杞子15克、黑棗15
克、黑豆30克、合桃30克、烏雞1隻。
做法：加適量清水浸泡材料30分鐘，

浸好的材料加烏雞、清水以大火煮沸，轉
用慢火煲約2小時，再加少許鹽調味。
功效：補益肝腎、滋潤養血，與烏雞

同煲能加強補益作用，怕肥膩可用乳鴿。

玫瑰紅棗桂圓茶

材料：玫瑰6克、桂圓6克、紅棗10克。
做法：以沸水450毫升沖泡玫瑰、桂圓、

紅棗，約8分鐘即可飲用。
功效：疏肝養血，適合血虛肝鬱或虛寒

人士飲用，糖尿病者不宜多飲。

菊花杞子茶

材料：菊花10克、杞子6克。
做法：以 450 毫升沸水沖泡菊花、杞

子，5至10分鐘可飲用。
功效：清肝明目，適合熱性體質。

除了注意飲食之外，適當地按壓穴
位也有助疏肝，吳嘉麗醫師表示：
「日常可以按壓陽陵泉穴與三陰交穴
位。按壓陽陵泉穴有助疏肝利膽，它
是筋會之穴，對於全身的筋脈病症有
調治之效。現代人常發生的抽筋、踝
關節扭傷等問題，也都能透過按摩此
穴位緩解。至於三陰交穴是三條陰經
交匯之處，按壓有健脾、滋養肝腎的
作用，也有滋陰降火之效。可每日用
大拇指以順時針方向按揉穴位約2分
鐘，然後逆時針方向再按 2 分鐘即
可。」

按壓穴位助疏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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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陵泉穴位於膝蓋下方陽陵泉穴位於膝蓋下方。。

菠菜豬肝湯菠菜豬肝湯

滋肝湯滋肝湯

玫瑰紅棗桂圓茶玫瑰紅棗桂圓茶

菊花杞子茶菊花杞子茶

▲▼指屈肌腱兩端膨大呈葫蘆狀，當屈
指時便會出現手指彈跳的現象。

忌熬夜忌熬夜 宜戒酒宜戒酒 護肝由生活入手護肝由生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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