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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有祛湿解毒之效
薏苡仁别名有很多， 有苡仁、

苡米、薏米、药玉米、水玉米、关米
仁、祁薏米等。 薏苡仁，味甘、淡，
凉，入脾、胃、肺经，生用能利水渗
湿、清热排脓解毒、除痹，炒制用能
健脾养胃。

由于薏苡仁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淀粉、薏苡素和薏
苡脂等，所以它还有着“世界禾本
科植物之王”的美称。

市场上常被“草珠子”假冒
广州市中医医院副主任中药

师王小英在此提醒，薏苡仁也是有
“冒牌货” 的， 市场上有商家会把
“草珠子” 这个药材混成薏苡仁来
卖， 它虽然与薏苡仁有类似的功
效，但药用价值要低于薏苡仁。

两者表面均乳白色， 背面圆
凸， 腹面均有一条宽而深的纵沟。
质坚实，断面白色，气均微，味微
甜。好的薏米颜色乳白而且略带青

色，而草珠子颜色是乳白中略带透
明。如果两者颜色都是粉白的则是
用硫黄熏过的，均不宜食用。

【草珠子】个头大，略透明，光
滑，偶有残存的红棕色种皮，两端
平截， 一端有棕黑色点状种脐，半
透明角质样。

【薏苡仁】个头小，略光滑，偶
有残存的黄褐色种皮， 一端钝圆，
另一端较宽而且微凹，有淡棕色点
状种脐，粉性。 薏苡仁淀粉含量高
于草珠子， 煮熟后口感有黏度，吃
到嘴里会有点粘牙， 而草珠子没
有。

使用注意
1、长期服用薏苡仁，有伤津耗

液、耗损人体正气之弊，故阴虚、血
虚、津液不足者，禁大量内服或单
味药久服，脾虚无湿者忌用。

2、薏苡仁能兴奋子宫，大量久
服易损伤胎气，故孕妇和先兆流产
者忌大量或单味药服用。

3、滑精及小便多者不宜用。

日前， 一项对全国536所高校
大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超六成大学生深受青春痘困扰。 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方
锐华介绍，很多学生对痘痘的护理
存在疑问和误区。

Q：痘痘能挤吗？
方主任指出，一次轻轻的挤压

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频繁
挤痘会对皮肤造成损伤，导致炎症
扩散，容易留下痘印。

Q:别人说很管用的药膏，我用
为何效果不理想？

方主任表示，对付不同类型的痤
疮，需要使用的方法不同，因此最好
是看皮肤科医生。 对于情况比较轻的
粉刺、炎性丘疹，主要采用局部治疗，
首选外用维甲酸，缓解毛囊口过度角
化，打通堵塞毛孔，还可以淡化色斑，
减少痘印，另外可以联合过氧化苯甲
酰外用。 如果效果不佳，可采用果酸、
水杨酸、复合酸等提高治疗效果。 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皮
肤科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而情况严重的痘痘，就可能需
要抗生素、维甲酸类药物、光动力
等进行系统治疗。

Q：如何预防留下痘印？
痘痘消退后要注意防晒，可以

缩短痘印消退的时间。 另外可以涂
一些淡化色素的药膏， 比如维甲
酸、熊果苷、维生素E乳、芦荟胶等，
对痘印消退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痘印较深，甚至有痘坑形
成，可采用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
光，刺激皮下真皮组织中的胶原质
和弹性纤维生长，从而达到填平凹
坑、紧致皮肤、消除痘痕的作用。

Q：为了让痤疮彻底消失，是频
繁洗脸，还是使用偏方？

方主任表示，这些方法可能让
情况变得更糟。 因为痤疮不是由于
污垢所引起，单纯靠洗脸解决不了
问题，过度清洁还可能破坏皮肤屏
障，刺激皮肤，让痘痘加重，甚至反
复长。 建议适当使用含水杨酸或硫
黄等成分的清洁产品或温水洗脸，
有助减轻痤疮。

大家都知道怀孕前一定要做
好身心准备，除了做好孕前检查如
女性生殖系统检查及优生检查外，
还要将一些可能在孕产期发作的
疾病处理好， 避免在孕产期间捣
乱。 痔疮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备
孕二胎的年轻妈妈身上则更为普
遍，许多人在孕期或产后饱尝了痔
疮发作“菊花之痛”。那么备孕女士
的痔疮要不要做手术切除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肛肠科赵永昌主治医师解答，痔
疮的主要症状是大便出血和肛门
有痔核脱出，是不是需要手术就是
以这两个症状作为标准的。如果平
时偶有少量便血没有脱出的症状，

或者肛门口仅有一些赘皮增生，一
般是不需要手术的。

如果平时除了偶发便血外，同
时有明显的痔核脱出症状，甚至脱
出痔核需手塞回肛内者，建议积极
手术治疗。因为孕后期的子宫压迫
痔静脉回流受阻和便秘等情况会
使痔疮症状明显加重，甚至形成嵌
顿痔。此时可选择应用的药物极少
甚至连止痛药都不能用，手术治疗
风险增大、顾虑较多，患者只能家
中卧床独自忍受长达数周的痛苦。
后续治疗，依然很可能是以手术治
疗为主，为何不在病症较轻时采取
较小创伤的手术方式将其解决在
萌芽之时呢？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
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因为长期
发作、容易复发的特性，不少患
者病史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还
有“不治之症”的说法。 广东省中
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固生堂中
医特聘专家廖列辉教授告诉我
们，银屑病其实并不可怕，基于
纯中医、非激素基础上的治疗是
可以取得较好疗效的。

找对病因
是治疗的第一步

目前现代医学对银屑病的
病因尚没有完全了解， 以下几
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相关原因 ：
1、药物性因素；2、精神因素。 如
情绪紧张、 精神创伤、 压力大
等；3、 遗传因素；4、 感染如链
球菌感染， 尤其是咽炎是最常
见的诱因。 日常生活中有熬夜、
长期酗酒、 吸烟习惯的人群诱

发或加重本病的概率更大。
一位78岁老人， 因为带状疱

疹， 同时合并有心脏病10多年、
银屑病7年病史， 找到廖列辉主
任。通过沟通，廖主任了解到患者
从服用心脏病药物倍他乐克若干
年后出现了银屑病的改变， 于是
让患者把这个药先停一段时间，
结果三个月后皮肤完全自愈，前
后没有花费一分钱， 而这也正是
中西医治疗银屑病的最大差别。

纯中医非激素治疗
让“牛皮癣”不再“牛”
廖列辉主任表示， 银屑病其

实就是传统医学所说的“阴阳失
调”。而中医学里面每一个处方都
是为“机体功能紊乱”而设，比如
说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甘草泻心
汤、防己地黄汤、桂枝甘草龙骨牡
蛎汤等等， 这就是中医治疗银屑
病的优势所在。 （文/黄浩）

中医零激素治疗 让“牛皮癣”不再“牛”

简介：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
师，致力于传统经方或中西医結合、非激素疗法治疗各种皮肤、
性病及发热、咳嗽、消化系统、心血管、鼻炎、月经不调等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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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时间：
固生堂广州东湖分院 周四、六 14:30-16:30

廖列辉

备孕女士，有痔疮要不要做手术？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卵巢癌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实习生 黄熙童 图/视觉中国

1、成年女性每年进行妇科常
规检查。 通过B超、抽血查肿瘤标
记物，卵巢癌早期可能早发现。

2、有条件的女性可以去专科
医院做BRCA遗传基因检测 ，若
是高风险人群可采取相关预防措
施或加强检查频率。 因为有些卵
巢上皮癌的发病与遗传基因BR鄄
CA的突变有关。 携带BRCA变异
基因的美国影星茱莉正是采取了
预防性治疗措施， 先后切除了乳
腺和卵巢， 杜绝了乳腺癌和卵巢
癌发生的可能性。

3、 对于需要避孕的女性，好
多避孕方法都可选择， 建议选择
口服短效避孕药，以减少排卵，或
可降低卵巢癌的发生概率。

现代人生活潇洒，生
活方式选择多样。 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
产科主任兼妇科肿瘤专
科主任林仲秋教授指出：
人们普遍熟知的妇科癌
症是宫颈癌和乳腺癌，但
不生育可能会因为排卵
多而带来另一个妇科疾
病隐患———卵巢癌。卵巢
癌因为发现难、复发率高
而对女性的生命带来更
大威胁。

TIPS
如何早发现和预防？

为 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偏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何

怎样洗脸痘痘少复发？
文/�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袁友芬

药材
辨识

薏米常被“草珠子”假冒，看看如何分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高三德

夏季常用的祛
湿中药种类繁多，但
是有一味中药出现
的频率尤其高，因为
它不但能祛湿，还能
清热解毒，甚至还能
美白祛斑。 它，就是
薏苡仁。

恶！ 躲得深难早发现
林仲秋教授介绍，虽然卵巢

癌的发病率略低于宫颈癌和乳
腺癌和子宫内膜癌， 但其死亡
率却高居首位。 这很大程度的
原因是因其难以被早发现。

“有别于能在早期检查中发
现并治疗的宫颈癌， 卵巢癌没
有更好的筛查手段， 亦没有与
长在体表的乳腺癌一样有明显
的特定症状”，林仲秋说。

他进一步解释，卵巢深居盆
腔深处， 卵巢癌的初期患者不
会有出血等症状， 即使表现出
胃口不好， 腹胀， 大便不正常
等， 患者亦不会想到可能得了
卵巢癌， 因为卵巢癌的特征和
消化道疾病的表现很多相似之
处。 大多数患者会先看消化科，

只有到了晚期非常难受时 ，比
如腹水压迫导致呼吸困难 ，才
会去医院看看。

险:� 七成人三年内复发
林仲秋介绍，手术和化疗是

卵巢癌治疗的两大基石。 尽管
如此， 获得正规治疗的晚期卵
巢癌患者70%将会在三年内出
现复发或转移， 有一半左右的
晚期患者在病情缓和并停止化
疗后，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就
会发生卵巢癌复发。

“值得庆幸的是，首款卵巢
癌靶向治疗药物在大陆获批上
市。 有需要的病人不必再到香
港或澳门买药吃了。 ”林教授补
充道。

他同时强调，新药只能在一
定程度上推迟卵巢癌的复发时

间，降低患者身体的抗药性，从
而延长病人生命， 但只适用部
分患者而非全部。 治疗卵巢癌
的关键仍然在于患者要相信专
科医生而切勿盲从“百度医生”
胡乱选择， 并克服对化疗是毒
药的误解和恐惧， 积极配合治
疗。

防： 更爱“高富美”
林仲秋教授指出，根据以往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他多年的临
床经验， 晚婚甚至不婚、 生得
少、生得晚或不生育的高学历、
高收入的所谓“高富美”女性是
卵巢癌的高发人群。

林仲秋解释，有生育的女性
因为要经历怀孕、哺乳等过程，
她们排卵的数量会相应减少 ，
因此，卵巢癌的发病率相对低。

草珠子

薏苡仁

艾青是我国的著名诗人，他
的作品脍炙人口，例如《我爱这土
地》中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非常有影响力。

但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诗人
也曾因中风顽疾长期卧床， 无法
进行创作。1988 年，奇星公司正式
推出了华佗再造丸。 当时任公司
党委书记的刘丙辰同志是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 听说艾青深受中风
顽疾折磨，心急如焚。

随后，刘书记通过广东诗人野
曼牵线， 向艾青赠送了华佗再造
丸。 而在此之前著名作家柯岩女
士也因患脑血管疾病， 左胳膊难
以抬起， 服用华佗再造丸不到两
个月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
她也热情的推荐艾青服药。

艾青服用了华佗再造丸后，中
风顽疾逐步消除。 到了 1992 年，
已基本治愈，不仅能下地行走，还
能自如地握笔写字作诗。

1993 年 10 月，当时奇星制药
厂的领导去探望艾青。 艾青感慨
地说：“你们那个药， 真是雪中送
炭啊！ ”

为表达对“华佗再造丸”的感
激之情，艾青欣然提笔，为奇星题
字“造福人民”，成了广为流传的
一段佳话。

奇星药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上百年前的岐生堂制药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成药工
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 年，奇星
公司前身岐生堂制药厂由岐生
堂、岐寿堂、何世昌、何家园等 14
家私人中草药铺和作坊合并而
成。 合并前， 这些老字号独自生
产、经营、销售，主要加工本地药
材， 制作成丸散膏丹， 临街是门
市，后屋是作坊，品种以白凤丸、
七厘散、保安丹、补肾丸、益母丸、
回春丹等为主。

随后制药厂又经过了多次兼
收合并，1981 年，根据岐生堂的谐
音“奇星”，改名为广州奇星药厂。

而说起华佗再造丸与奇星药
业的渊源 ， 就不得不提一个家
族———冉氏家族。

冉氏家族来自于四川省芦山
县， 世代为医， 从乾隆到咸丰年
间， 连续五代人都是宫廷御用太
医。 华佗再造丸的处方就是来源
于冉氏家族的祖传秘方， 是该家
族经过 200 多年时间不断完善所
得的经典名方。

上个世纪 80 年代， 冉氏家族
第七代传人冉小峰先生将“华佗
再造方”无偿献给了国家，国家科
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其列

为保密处方。 该方较为独特，它完
全摒弃了中医治“风”总离不开使
用动物药的习惯， 采用了纯植物
药组方，既能治疗缺血性中风，又
能治疗出血性中风， 同时避免了
动物药的所有缺点， 是高效治疗
中风的优秀配方。 为了探索该配
方的奥秘，它被列为国家“六·五”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同时期，在老厂长朱柏华的带
领下， 奇星正在热火朝天地推进
科技创新，聚集力量研发新品。 奇
星并没有选择传统热销产品，而
是力排众议选择了当时还在攻关
阶段、尚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华佗
再造丸”。

科技兴企，制药求精。 1988 年
3 月奇星公司终于完成了华佗再
造丸的所有研制及试验工作，攻
下了这一国家科研课题， 成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家获
得中成药国家级攻关项目专利权
的企业。 也在这一年，华佗再造丸
实现了批量大生产，热销全国，为
奇星公司在 1992 年到 1994 年间
利润跃居广州同行业第一、 创税
过亿的辉煌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华佗再造丸不仅是奇星科研
团队的劳动成果， 更是国内顶尖
专家的智慧结晶， 它既继承了传
统古药精髓， 又吸收了现代制药
技术精华，是古方换新颜、古药飘
新香的又一经典名药代表。 ”张春
波董事长指出。

2018 年白云山年报显示，华
佗再造丸去年共销售了超 600 万
盒。 华佗再造丸不仅为国内的中
风患者带来希望， 也在国际心脑
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用药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数据显示，目前华
佗再造丸出口已覆盖全球六大洲
29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韩
国、泰国、越南、巴西、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 其中，在俄罗斯，中
国的“华佗再造丸”几乎是家喻户
晓。 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的边缘
地带,那里气候寒冷，人们喜欢喝
烈酒，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因而成
为华佗再造丸的热销地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医

学理论体系的不同， 中成药在出
口海外时往往只能以保健品、食
品的身份摆上货柜， 但华佗再造
丸却是少数真正实现以药品出口
的中成药。 该产品已率先进入越
南国家医保药物目录、 获得俄罗
斯药品注册永久批文、 也是第一
个正式取得韩国进口药品注册批
文的治疗中风的中成药。

为何能做到这样？据张春波董
事长介绍， 奇星通过多年来的经
验积累， 总结出了中医药产品国
际化发展的“五大战略”———近邻
战略、认证开路、营销本土化、科
技国际化接轨和文化输出。

“奇星优先向俄罗斯等地缘接
近的国家和区域进行产品投放。
这类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
高。 以它们为窗口推动中医药产
品走出国门是最佳选择。 ”张春波
董事长介绍， 在确立近邻战略之
后，中成药要打入国际主流市场，
还要获得当地官方机构的认可。
因此， 奇星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科
研含量的前提下， 在全国率先采
用第三方国际认证的方法， 积极
与国际医药市场接轨。

奇星药业还主动与多国医学
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探索尝试用现
代医学方法与科技来阐述中药药
理，加快对华佗再造丸进行循证医
学研究，严密的“药品变态反应特
性评估”“免疫毒性作用评价”“生
殖毒性研究”“对诱变性和潜在的
致癌活性研究”等一系列毒副作用
研究， 助力华佗再造丸在 2010 年
获得俄罗斯永久性药品批文。

此外，近年来的二次开发研究
结果还表明， 华佗再造丸不仅能
防治脑卒中， 同时对于防治老年
痴呆症也有一定的疗效。

2011 年奇星药业被国家商务
部评为“中华老字号”企业， 2015
年“奇星”商标更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

奇星药业具有以心脑血管药

物为主， 儿科用药为辅的产品优
势，拥有丸剂、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散剂、合剂六大剂型近 75 个
品种，虚汗停颗粒、益妇止血丸两
个产品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 新雪颗粒和猴枣牛黄散是全
国中医院急诊科必备中成药，产
品行销国内外市场。 近年来，在巩
固并提升华佗再造丸的国内以及
海外市场影响力的同时， 奇星药
业也在加快向儿药市场进军。 由
于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 其药品
的研发需具备更高的专业知识及
技能，有时候“吃力不讨好”。 在这
个并“不看好”的儿童药品市场，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 奇星药业
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多年的历史沉淀，奇星积累了
丰富的优秀儿科药资源。 以虚汗
停颗粒为代表， 该产品以宋代著
名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
牡蛎散为基础， 由奇星科研人员
与国内多家医药院校的专家合
作， 重新合理组方并运用现代工
艺精制而成，是治疗儿童体虚，汗
症的良药。

“我们将继续实施‘一品一星’
的产品发展战略，双管齐下，巩固
以华佗再造丸与虚汗停颗粒为首
的产品结构， 同时加强科研投入
和人才梯队建设， 推动中医药文
化的海外传播。 ”张春波董事长表
示，奇星药业作为广药旗下企业，
将紧抓机遇， 充分运用政策扶持
和地缘优势等资源进一步提高产
品质量标准在海外的认可度，乘
风破浪， 积极推动华佗再造丸以
及公司其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更
大面积的覆盖， 让世界上更多的
人认识中医药魅力。

科技兴企 制药求精
奇星药业在国际市场唱响中医药文化

“你们那个药，真是雪中送炭啊！ ”———这是 1993 年著名爱国
诗人艾青在为奇星制药厂题词时发出的由衷感慨。

艾青口中的 “那个药”，指的正是白云山奇星药业的明星拳头
产品“华佗再造丸”。 自 1988 年批量生产以来 ，华佗再造丸不仅造
福国内广大中风患者 ，跟艾青 、柯岩等名人名家结下不解之缘 ，更
是行销海外 ，进入越南 、俄罗斯 、韩国等国 ，在国际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和治疗用药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华佗再造丸扬帆出海的背后，是奇星公司在继承古药精髓基
础上吸收现代制药精华的创新体现， 也是企业在推行国际化战略
成效上的有力证明。 奇星药业董事长张春波表示， 公司将继续把
华佗再造丸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 ，同时通过实施 “一品一星 ”、“科
技兴企 ”等战略 ，做好重点产品二次研发及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培
育虚汗停颗粒等儿童药明星品种。

文 / 陈泽云

结缘
诗人艾青的“华佗再造”佳话

传承
百年企业 “撞上 ”经典名方
推陈出新

出海
近邻战略+认证开路助力
开拓国际市场

展望
“老字号”双管齐下培育
儿药品种

诺贝尔奖获得者穆拉德莅临
奇星指导华佗再造丸开发研究

华佗再造丸中外名家专家学术研讨会

著名诗人艾青为奇星题字“造福人民” 时尚中药 虚汗停颗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