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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药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江南地区的一个小村
庄突然流行起一种怪病，患病之人全身皮
肤会长出大小不一的疙瘩，且奇痒难忍，
当地医生对这种病都束手无策。

后来，村里来了一位游方术士，他对
村民说，离此地百里之外的一座海岛上，
有一种长着羽毛般叶子、开着像伞一样小
白花的草药，用它的种子熬水擦洗，可治
此病，但岛上遍布毒蛇，采之十分困难。

村里有个叫王福的青年听后，便自告
奋勇前去探岛采药，他准备带上几个年轻
人一同奔赴海岛。在五月初五这天，他们
在当地一位老药农的指点下，带上了雄黄
酒，登上蛇岛。登岛后，他们一边往毒蛇
身上洒雄黄酒，一边努力寻找草药，毒蛇
遇到雄黄酒，便缩着身子不动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毒蛇的身子
底下发现了那种草药，他们急忙采挖了很

多，满载而归。
回去后，村民根据游方术士所说，用

这种草药的种子煮水擦洗，连续擦洗数天
后，大家身上的疙瘩竟全好了，因为这种
草药是在毒蛇的身子底下发现的，它如同
蛇的床一般，故起名蛇床，它的种子就叫
蛇床子。

蛇床子为伞形科植物蛇床的成熟果
实。全国各地均产，以河北、山东、浙江、
江苏、四川等地产量较大，均为野生。夏
季、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除去杂质，晒

干，生用。
中医认为，蛇床子性温，味辛、苦，有

小毒，归肾经，具有燥湿祛风、杀虫止痒、
温肾壮阳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阴痒带
下、湿疹瘙痒、湿痹腰痛、肾虚阳痿、宫冷
不孕。《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主男子阴痿
湿痒，妇人阴中肿痛，除痹气，利关节，癫
痫，恶疮。”《药性论》中记载：“治男子、女
人虚，湿痹，毒风，顽痛，去男子腰疼。浴
男子阴，去风冷，大益阳事。主大风身痒，
煎汤浴之瘥。疗齿痛及小儿惊痫。”

蛇床子为皮肤及妇科病常用药。若
治疗阴部湿痒、湿疹、疥癣，蛇床子可与
苦参、黄柏、白矾等配伍；若治疗寒湿带
下、湿痹腰痛，蛇床子可与山药、杜仲、牛
膝等配伍；若治疗肾虚阳痿、宫冷不孕，
蛇床子可与枸杞、当归、淫羊藿、肉苁蓉
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蛇床子含挥发
油、香豆精类成分，其提取物有雄激素样
作用，可增加子宫、卵巢、前列腺、精囊、肛
提肌重量；对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绿
脓杆菌及皮肤癣菌有抑制作用；可杀灭阴
道滴虫；对所含的花椒毒酚有较强的抗炎
和镇痛作用。

蛇床子还具有抗心律失常、降低血
压、祛痰平喘、延缓衰老、促进记忆、抗骨
质疏松等作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蛇蛇 床床 子子
□李爱军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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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日间手术是指患者能够在 24 小时
内完成入院、手术、出院全过程的手术或
操作，医院可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术种或
优势项目进行操作。一般多为创口小、
恢复快、技术成熟的术种。将这部分术
种单独提出运营管理进行合理安排，可
将这部分患者与其他病种的患者分开，
缩短其住院时长、减少患者住院花费，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贵、看病
难”。

日间手术中心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日间手术中心最好在医院功能完
善的集中布置的单元进行设置，有独立
的手术室、病房和后勤辅助空间，而非
附属于门诊或住院部门等传统功能区
块。

位置应有利于实现医院医疗资源的
共享化，布局时应节约运营成本，便于医
院内部管理。在考虑日间手术中心与其
他部门的关系时，应该在采取必要隔离
措施的同时尽量缩短操作路线。

日间手术中心患者流动性较高，手
术室物资更替频繁，应严格控制污染源，
严防交叉感染，对手术室的无菌环境严
格把关。

手术环境的设计应注重个性化和舒
适感。因日间手术耗时短，患者卧床时
间短，且患者基本处于意识清醒的状
态。故日间手术室的空间设计应考虑患
者视觉、听觉和灯光温度等方面的需求，
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从而提高手术效
率。

日间手术中心的家属等候空间、术
前术后缓冲空间等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充
分考虑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理感受，充
分考虑患者物品存放、术前术后更衣场
所、家属等候区等人性化使用空间。

应充分借鉴洁净手术部的设计模
式，并且严格遵循洁净手术部的电器保
障和洁净设计要求。同时，在考虑日间
手术中心和门诊部门的联系时，应充分
预留术前检查、门诊评估等日间管理空
间。可考虑增加“预入院环节”，使准入
筛选环节、术前检查环节在门诊部门或
日间手术中心与门诊部门的衔接区域完
成。

消毒供应中心在保持与中心手术的
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应与日间手术中心
保有便利的联系，并且在联系时预留供
无菌物品清洗消毒和储存的相对独立的
管理空间。某些检验工作需要医技部门

检验科室配合完成，同时手术所需的血
液来自输血科（血库），所以日间手术中
心和医技部需要有便捷的交通。

对于日间手术结束后病情严重需要
二次手术的特殊病例，不应以“日间”为
限制条件，应及时对患者进行转移并延
长住院时间。所以日间手术中心也应与
中心手术部门及ICU（重症监护室）病房
取得必要的联系。

日间手术中心的功能分区要求

日间手术中心的空间设计大致分为
术前准备区（非洁净区）、手术核心区（洁
净区）、污物处理区（污染区）三部分。

为了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影响和干
扰，人流和物流的动线设计应遵循“分口
分流”的设计原则：日间手术中心的手术
核心区设计可参照洁净手术中心的布局
类型，尽量采用单通道设计或是多通道
设计，以便于区分洁净通道
和污物通道。因日间手术中
心进行的多是手术时间相对
较短、手术难度一般的二级、
三级手术，从手术级别上进
行划分，CASA（中国日间手
术合作联盟）首批推荐的 56

个手术的病种中二级、三级手术的占比
高达 92.86％。日间手术中心的手术室
布置不宜采用空间利用率较低的独立单
元式布置形式。因当前的日间手术中心
相对于医院的中心手术部规模较小，宜
采用单向通过型以对术前术后路线进行
划分。

日间手术中心如何建设
□梁文林

作者简介
梁文林，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总院卫生工程分院院长、公共
卫生主管医师、工程师、工程硕士，
从事医院管理工作20余年，其团队
专业从事区域卫生规划、医疗建筑
设计、医院手术室、ICU等重点部门
的规划设计及医院改扩建全过程咨
询管理服务。

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温疫论温疫论》》
□□黄新生黄新生

16421642年年，，全国瘟疫横行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十户九死。。当时医家墨守当时医家墨守《《伤寒论伤寒论》》治疗瘟疫治疗瘟疫，，效果不效果不

佳佳。。江苏江苏人吴有性人吴有性（（字又可字又可））推究病源推究病源，，潜心研究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依据治验所得，，撰成撰成《《温疫温疫

论论》》22 卷卷，，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清史稿清史稿》》卷卷《《艺术传一艺术传一》》称称：“：“古无瘟疫古无瘟疫

专书专书，，自有性书出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始有发明。。其后其后，，有戴天章有戴天章、、余霖余霖、、刘奎刘奎，，皆以瘟疫名皆以瘟疫名。”。”

一颗仁心敬日月，厚德济世行天
地，不枉白衣天使名。这是对医务工
作者最好的礼赞和褒奖。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王伟献，30年
如一日，穿梭在患者之间，忙碌在无
影灯下，用不离不弃的坚持，用孜孜
以求的执着，用仁心医术的付出，用
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每一位患者擦亮
心灵之窗，让患者重新看到五彩缤纷
的大千世界。

王伟献，中共党员，毕业于郑州
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历，主任
医师，驻马店市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
委员，省医师协会眼科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常
委，省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会
常委，省医院协会眼科分会常委。王
伟献率先在驻马店市开展了准分子
激光、飞秒激光近视治疗技术，在治
疗白内障、难治性青光眼及眼底病方
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一位退休老教师双眼患白内障，
慕名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王伟献为患者手术后，其视力恢复良
好；在另一只眼施行手术时，患者拿
出2000元执意表示感谢，王伟献在患
者治愈出院时悄悄将钱还给了患者
的家属。

一位双目失明的贫困老人，被诊
断为双眼白内障同时伴有智力障碍，
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造成沉重负
担 ，辗 转 多 家 医 院 都 未 能 手 术 治
疗。后来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眼科就诊，王伟献和眼科治疗组对
老人进行认真的术前检查和讨论，
制定了合理完善的治疗方案，为老
人施行了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手
术取得成功。术后第二天，重见光
明的老人激动地拉着王伟献的手久
久不愿松开。

在日常工作中，王伟献严格要求自己，医术上精益求精，学
术上刻苦钻研，能熟练处理本专业的常见病及多发病，解决本
专业的疑难问题。在临床工作中王伟献深刻认识到，为解除患
者的病痛，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眼疾，重见光明，必须不断更新知
识，他先后多次到郑州、北京、天津等地眼科进修学习和短期培
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积极开展科研活动，积极探索眼科领域
的新疗法。

王伟献先后主持完成驻马店市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参与
完成一等奖1项，发表国家级眼科学术论文10余篇。在临床工
作中，王伟献非常重视学科团队建设，为此，王伟献积极组织自
己的团队参加眼科学术活动，积极组织科室业务学习，在2010
年、2011年、2013年和2016年，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主持
召开4次驻马店市眼科诊疗新进展学术研讨会，邀请省内外眼
科专家进行学术讲座，把前沿的眼科医疗知识传授给基层医
生，推动了驻马店市眼科事业的发展。

1998年，王伟献带领科室人员率先在驻马店市开展了准分
子激光近视治疗技术；2009年，开展了波前相差引导和角膜地
形图引导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2010年，开展了玻璃体切
割术和视网膜脱离复位术；2011年，开展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
变综合治疗技术；2012年，开展黄斑水肿综合治疗技术等项目；
2017年，开展23G玻璃体切除视网膜手术、难治性青光眼综合
治疗及飞秒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这些眼科医疗项目在驻马店
市具有领先水平，很多项目填补了驻马店市的空白，提升了驻
马店市眼科诊疗技术水平。

由于技术精湛、医德高尚、业绩突出，王伟献多次被上级部
门评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王伟献在2003年被驻马店市总
工会授予技术创新能手称号；2007年被驻马店市总工会授予市
技术创新能手称号；2012 年荣获驻马店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称
号；2015年被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授予驻马店市拔尖人才称号。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眼科同道的共同努力下，
2018年召开的驻马店市医学会眼科分会第一次学术会成立了
眼科专业委员会，王伟献凭实力当选为驻马店市医学会眼科分
会主任委员，开启了驻马店市眼科工作的新篇章，为驻马店市
眼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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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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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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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传染病
（瘟疫）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中医
理论原创思维与临证实用新法的杰出体
现，具有以下特点。

总结了瘟疫的基本规律

一、具有传染性
《温疫论》记载了瘟疫强烈的传染

性，“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众（皆重），最
能传染”。传染的严重性，“一巷百余家，
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
者”。

二、具有特异病原
吴有性从临床实践中认识到瘟疫的

病因是自然界一种异气所引起的。“夫瘟
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
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夫疫者，感天地
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
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
种戾气”。

三、疫气不同，致病强弱性不同
将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异气称为

戾气、疠气、疫气，“疫气者，亦杂气中之
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
疠气。”疫气是来势凶猛、变化迅速、病死
率高的急性传染病。

四、不同的病原体产生不同的瘟疫
将瘟疫按照临床症状分为虾蟆瘟、

瓜瓤瘟、疙瘩瘟等，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病
原体引起的。“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

“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
五、总结了传播途径

“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
即病，邪从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
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天受
指的是经空气传播，传染指的是接触传
播。

六、总结了流行性、散发性、地区性
与时间性等规律

大流行为“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
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言其为疫”；散
发性为“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
虽不与外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
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地区性为“或
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
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时间性为“是以
知瘟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但有多寡轻
重耳”。

七、侵犯特定脏器
某种戾气对某脏器组织有亲和力，

可好发某脏的病变，“盖当其时，气专入
某，脏腑经络，专发某病”。

八、论述了潜伏期
认识到了瘟疫的潜伏期的存在，“感

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
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
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九、论述了人群易感性
认为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

取决于戾气的量、毒力和人体的抵抗
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
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其年气之
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
病”。

十、论述了瘟疫的凶险性
瘟疫病情变化快，致死率高，“缓者

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因其毒甚，传
变亦速”。

创新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吴有性根据戾气为病的特异性和事
物的矛盾性，提出“以物制气”的观点，即
用药物来治疗疫病。并对瘟疫的治疗方
法进行了创新。

一、透达膜原

吴有性认为疫邪“自口鼻而入，则其
所客，内不在腑脏，外不在经络，舍于伏
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
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
募原是也”。指出其病位既不在表也不
在里，而是“附近于胃”，为半表半里。因
不在表，故不可用表散之法，“汗之徒伤
表气”；亦不在里，故不可用下法，“下之
徒伤胃气”，应用透达膜原之法，使疫邪

“自内膜中以达表，则诸证可除”。
创制达原饮用于治疗瘟疫初起，证

见发热，脉不沉不浮而数，昼夜发热，日
晡益甚头痛身痛。认为此虽头痛身痛乃
为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是伤寒表证
而用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强行发汗；邪
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用
达原饮。方中槟榔、厚朴、草果，“三味协
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
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
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热
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此四味用为调和
之品。至于加减则视疫邪所犯各经，加
用引经报使药：溢于少阳加柴胡，溢于太
阳加羌活，溢于阳明则加干葛。若服达
原饮邪不解而见舌苔由白而转为黄者，
当加入大黄。

吴有性首次提出透达膜原的治法及
方药，被后世医家大加推崇，刘松峰言其

“为治瘟疫之仙方”，龚络林亦称其为“真
千古治疫妙剂”。对于新冠肺炎普通型
之“温热疫毒蕴肺证——湿重于热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推荐
使用达原饮加减治疗。

二、攻下疫邪
吴有性认为疫邪所伏之膜原部位

“附近于胃”“今邪在膜原者，正经胃关之
交也”。指出疫邪之出路有二：或从外
解，或从内陷，若其内陷，必入于胃，因

“膜原”近于胃也。鉴于此，吴有性主张
用“下法”攻逐传里之疫邪，以承气汤为
主方。并指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认
为攻下法的主要作用是疏通表里三焦气
机，通过攻下可起到“一窍通，诸窍皆通；
大关通而百关皆通”的作用，实为“开门
去贼之法”，认为大黄“润而最降，能逐邪
拔毒”。在具体应用之时，用三消饮治疫
毒表里之传；用桃仁承气汤治疫邪入胃，
胃肠蓄血之证；用茵陈蒿汤治疫邪传里，
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疏泄，经气郁
滞而发黄疸；用黄龙汤治虚实两杂元气
将脱而疫邪内陷者。

三、滋养阴液
滋养阴液也是吴有性治疗瘟疫病的

一个重要治则。指出“疫乃热病也，邪气
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
为热搏”，强调疫病易伤阴液，治疗时要
注意顾护阴液。对于阴液亏损而又疫邪
内盛者，要养阴攻下两者兼顾，创承气养
荣汤，方用生地黄、白芍、当归滋养营阴，
大黄、厚朴、枳实攻下疫邪，以去邪而不
伤正。

清燥养荣汤也是一个重要方剂，方
中以地黄汁、白芍、当归、甘草为君药，养
营滋液；知母、天花粉为臣药，生津润燥；
陈皮为佐，运气疏中，以防清滋诸药碍胃
滞气；梨汁为使，性凉质润，醒胃气以速
增津液。对于新冠肺炎危重型恢复期，

“脾肺气阴两虚证”，《中医诊疗手册》推
荐清燥养荣汤加味治疗。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温疫论》：“推
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
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
在日本，1769 年就有了《温疫论》的刊
本。可见此书的影响巨大。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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