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偏方与民俗疗法 
世界各地的人都使用偏方治病，某些偏方或传统疗法代代相传，流传

数百年之久。有些偏方极具医疗价值，有些则值得怀疑，甚至可能有危险

性。不管是偏方或西药，都必须谨慎使用。 

 

 


!

Фউ̟ੑڟ!

经过时间考验的偏方对于治疗某些

疾病与西药一样效果显着，甚至更有效。 

偏方通常价格便宜，而且有时也较为

安全。比方说，有些用来治疗咳嗽、感冒

的药草茶就优于咳嗽糖浆及其它医生处方

的强效药物。 

喂食腹泻的孩子米汤、茶或加糖饮料

比使用一般现代西药更有效且安全。补充

大量水分以预防因体液不足造成的脱水，

对腹泻的孩子来说格外重要（见 13 章 151

页）。 

ઐ͞۞Ԋࢨ!

偏方对某些疾病确实有效，但是有些疾病仍较适合使用西药来治疗。

例如大部分的感染症。其它如肺炎、破伤风、伤寒、结核病、盲肠炎、性

病、产后引起的发烧等更应尽早用西药来治疗。对于上述疾病，不要浪费

时间尝试偏方。 

有时仍难断定那些偏方真正有效，所以我们尚须更多的研究来证明某

些偏方的效用。因此： 

 

 

 


对ʸܝ࿚ă๐ַ܃ʙৡ༜泻Ă药৩৯

̨现̈́љ药ԁЁăԁףۯʶԁЊϒĄ!

 

使用西药治疗非常严重的疾病为安全之策。 

尽可能听取保健人员的建议。 

不伤害原则： 

只使用安全无虞，且用法确定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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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传统，从传统上建立你的方法。 

າă旧̝͞!
 有时候现代医药比偏方更能满足健康的需求，但有时，古老、传统的方

法更有效。比方说，传统照顾孩子与老人的方法就比某些新式、没有人情味

的方法来得令人满意。 

不久之前，多数人都还认为母奶对婴儿最好，事实也是如此！但后来制

造罐装奶粉的大公司，开始灌输母亲错误观念：喂奶粉的孩子会长得更好，

当然这不是真的，但很多母亲相信这些宣传，于是喂食奶粉，结果成千上万

的婴孩死于不必要的感染、营养不良。因此，母奶是婴儿最好的食物（见 19

章 271 页）。 

 

要进一步了解如何从当地传统上建立你的方法，详见本基金会「帮助保健员」

一书。 

Ķ͕ܫķ˵ਕڼঽ�!

有些偏方对身体有直接的作用，然而某些偏方的疗效则源于人们的相

信。「信心」的医治力量有时十分强大。 

比方，有个人头痛得很厉害，一位妇人给他吃一小片生芋头（或地瓜），

并且告诉他说这是很有效的止痛

剂，那个人相信了她的话之后，

头很快就不痛了。 

很明显，信心让他减轻头

痛，而非那片芋头。 

很多偏方的治病之道皆为

如此，因为人们深信其治疗效果。

因此，这些偏方特别对部分心因

性疾病，和起因于自己的臆想、

忧虑及恐惧的疾病就更有效。 

上面提到的疾病包括：被降蛊、被施了巫术、歇斯底里的恐惧、不确定

的酸痛与疼痛（尤其在压力较大的人生阶段，如青春期少女、年长妇女）、焦

虑、神经质的担忧、某些气喘病患者、打嗝、消化不良、胃溃疡、偏头痛，

甚至长疣。 

在上述的疾病之中，治疗者的态度及对病人的肢体接触非常重要，因为

从他的态度及与病人的接触上，能表现出他对病人的关心，让病人相信他的

病一定会痊愈，并有助于病人放松，进而减轻病人生理、心理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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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侯凭着对偏方的信心，也对纯粹生理性的疾病有益。 

比方说：墨西哥人相信下列方法可以治疗毒蛇咬伤： 

其它地区的人也有其治疗毒蛇咬伤的不同偏方。这些方法对毒蛇咬伤没

有直接疗效。如果有人宣称自己藉由使用以上方法而免于毒蛇伤身，是因为

咬他的蛇根本没有毒！ 

然而相信这些方法还是可能会有点帮助。如果病人较不害怕，脉博就会

缓慢下来，也不会因不安而走动甚至发抖，蛇毒扩散至全身的速度大幅下降，

当然危险性就减低了。 

但是，这些治疗蛇毒的偏方好处实在有限，虽然使用频率很高，大多数

的使用者还是伤得很重，甚至死亡。就我们所知： 

 

 

 

 

 

最好使用西药治疗毒蛇咬伤，随时预备「抗毒素」或「抗蛇毒血清」，

有备无患（10 章 105 页）。

毒虫咬伤没有偏方可治。 

(包括蛇、蝎子、毒蜘蛛及其它有毒性的动物咬伤都无偏方可治)，

这些偏方之所以有某种程度的效果，是源自于人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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ਜ਼ܫ˵会ֹˠϠঽ!

  信心能治病，也能致病，我们称之为迷信。如果有人相信某种东西对

他有害，而且坚信不疑，则他的恐惧会使他生病。例如： 

 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刚

刚流产的妇人，且仍有点出

血的妇人。她家附近有棵橙

子树，所以我建议她喝杯橙

子汁(橙子含有丰富的维他

命 C，能增强血管壁)。她原

来不敢喝，但听了我的话她

还是鼓起勇气喝了那杯橙子

汁。 

  她对橙子汁的恐惧使

她病况马上恶化。我为她做

了检查，但在生理上查不出

使她情况恶化的任何原因，

于是我安慰她，告诉她不要

紧，她却回答我她就要死了。最后，我只好给她注射蒸馏水，事实上，蒸馏

水并没有任何治疗效用，但是因为她对打针很有信心，所以病况很快地大有

改善。 

 事实上，橙子汁不会对健康造成任何伤害，因为她迷信橙子汁有害使她

病情加重；然而也是迷信使她痊愈---对针剂的错误迷信。 

 同样的，很多人盲目地相信巫术、打针、饮食，及许许多多其它的事情，

替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也许从一方面来说，我帮了这位妇女的忙，但是，我越思索就越明白我也

同时误导了她；我使她相信了一件不真实的事。 

 所以我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几天之后，当她完全康复，我就去拜访她，并

向她道歉，让她知道，不是橙子汁，而是她自己的恐惧使她生病，而使她复

原的也不是打针，而是由恐惧中得到释放。 

 当她了解橙子汁及打针的实情以及她心中自欺的想法之后，这位妇人与她

的家人也许能从恐惧中释放，而且在往后的岁月中较能够知道常保健康之道，

因为「身体的健康」与「了解」及「从恐惧中释放」有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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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术..โԒ..֢ீ!

如果某人坚信另一个人有法力伤害他，他就有可能真的因此而生病，那

些相信他被施了巫术或被邪眼看过的人，就会成为自己恐惧下的受害者（见

2 章 24 页）。 

大多数的「巫婆」事实上对任何人都没有「法力」，就算他有她有「法力」，

也是得自于他人的迷信。 

   有些人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得

了严重或奇怪的病，是因为他们

被施了巫术（如生殖器肿瘤或肝

硬化等）。事实上，这些疾病与巫

术与黑巫毫无关系，它们的起因

多为自然因素。 

    

!

ŉΝ费钱Ă˵̙υ对Ԓ报ᲺĂЯ为͕̚ڱ称ਕྋԒ术۞ňᜲކז̙

这ྋ决̙˞问题ĄтڍҰঽޝ严ࢦĂ应ѣड़寻Ր医疗გ来ڼঽĂΝ࠻医

ϠĄ!

很多事情只因人们相信它们是有害的， 

它们就真的危害到健康。 

不相信巫术的人， 

根本不会被施以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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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ϔܸ疗̈́ڱઐ͞۞问ඍ!

   下面的这些例子是取材于墨西哥山区，我曾经住在那里，所以很清楚这

些想法。也许你的村里也流传着类似想法。想想看在你的村里，有那些想法

是有利于健康？而那些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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Ό۞᧮门 
 囟门是新生儿头顶上柔软的部位，位于

头盖骨还没有完全成形的部位。通常要一年到

一年半的时间才能使囟门关闭愈合。 

 世界各地的母亲都知道，囟门凹陷表示，

婴儿的生命垂危。她们以不同的想法来解释为

何此时婴儿有生命危险。在拉丁美洲，她们认

为是婴儿的脑子下滑，因此，为了要矫正滑落

的脑子，她们在囟门上用力吸，以及在口腔顶

部用力向上推，甚至把婴儿倒吊起来，并在他

的双脚上用力拍。这些对凹陷的囟门一点帮助

都没有，因为---囟门凹陷的起因为脱水（见 13

章 151 页）。意思是说，婴儿失去的水份比他喝

的还多。他体内太干燥了──通常是因为腹泻，或因合并呕吐症状。 

!疗Ĉڼ

1. 给孩子喝大量的液体、口服补充液（13 章 152 页）、母奶、开水等。 

2. 必要时，治疗引起腹泻及呕吐的原因（13 章 152-161 页），大部分腹泻不需

要吃药，因为弊大于利。 

!疗Ό۞᧮门ڼ

     

注：如果囟门肿胀凸起，可能是脑膜炎的征兆（见 14章 185 页），必

须立刻治疗，去找医生。 

ӓ术ٽ疗λ无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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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ңۢઐ͞ߏӎѣ疗ड़!

广为使用的偏方不代表它就有效或安全。事实上很难说那些偏方有效，

那些有害。因此要小心研究来证实其确切效果。下面有四个原则可让你判断

偏方式是否有效(在墨西哥村的例子)。 

1.某疾病宣称有效的偏方越多，真正有效的机会就越小。 

比方说：在墨西哥的偏远地带，有很多种偏方被宣称能有效治疗甲状腺

肿，但是没有一种真的有效。下面是其中某些方法： 

上面所列的方法都没有效，因为如果其中有一种真的有效，就不需要发

展出其它的治疗方法。如果一个疾病只有一种常用的疗法，此疗法较可能有

效。碘盐是预防及治疗甲状腺肿的有效方法（11 章 130 页）。 

2.腐臭或令人作呕的方法一定无效，且经常是有害的。 

比方： 

 

   

 

 

 

 

 

 

上面这几种疗法根本毫无作用。第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感染。相信于偏

方疗法，常常延误适当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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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ϡˠٕ动ۏ粪ܮ۞疗ڱ绝对无ड़Ă҃ͷ还会ౄјП险۞ຏߖĂ̷̙Ξ

ҖĊ!

ͧ͞Ĉ 

 

 

 

 

 

 

 

  

同样的，兔子或其它动物的粪便也不能治疗烧伤，反而很危险。例：手

握一把牛粪也无法停止抽筋。其它由粪便制成的茶同样也没有治疗的作用，

只会使人病得更严重。千万不可把粪便涂在新生儿的脐带上，会引起破伤风。 

 

5/认为ֹϡᦘ়ঽ۞对া࠹Ҭڼۏ疗ߏ医ڼ该়ঽѣड़۞͞ڱĂΞਕߏ

˷ਜ਼ܫĄ 

  以下是一些墨西哥的例子，疾病与疗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些方法，及其它许多类似的方法，没有一种有治疗价值。如果人们深

信它们有效，它们就可能有点帮助，但是对于严重的问题，切记不要因为使

用这些方法而延误真正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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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ϡങۏ!

很多植物有治疗的效果。有许多的西方药物就是由野草炼制而成的。然

而，并不是所有被人们拿来做医疗用途的药草都有医学上的价值，而那些真

正有疗效的药草又常被不当的使用。学习认识当地土生土长的药草并找出那

些是有效的。 

小心！有些药用植物，如果超过建议用量就很毒。因此使用

剂量易于控制的西药较为安全。以下是一些药用植物，如果使用

正确将对健康大有帮助。 

!

તܟ罗)Ebuvsb!bscpsfb*!

  这种植物的叶子及某些龙葵属植物的叶子内

含有一种成分，可以减轻肠痉挛、胃痛甚至胆

囊痛。 

 用一两片曼陀罗叶片磨碎，泡在七大汤匙水

(约 100cc)中，泡一天。 

剂量：每四小时 10～15 滴。(只

能用于成人)。 

警告：过量的曼陀罗颇具毒

性。 

Ϝླྀแᒫ!

  有时候用玉蜀黍穗熬成的汤可以增加

尿量，减轻足部水肿，特别是怀孕妇女

的水肿。煮一大把的玉蜀黍穗（13 章 176

页及 19 章 248 页），喝一、两杯，即使

无效也无害。 

!

ᄎ头!

喝大蒜汁能免除蛲虫感染。把 4 粒大蒜剁碎，

混和一杯液体(水、果汁、牛奶)。 

剂量：每天一杯，共三星期。大蒜治疗食道

感染（18 章 241 及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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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ˠೠ)dbsepo!dbduvt-!qbdizdfsjvt!qfdujo.bcpsjhjovn*!

   如果找不到煮过的开水或

没办法煮开水时，可以用仙人

掌汁来清洁伤口。 

   仙人掌汁可使受伤的血管

收缩，所以可用来止血。用干

净的刀子切一块仙人掌紧紧压

住伤口。止血后，把一块仙人

掌用布绑在伤口上。 

   两、三小时之后，拿开仙

人掌片，以沸煮过的清水及肥

皂清洗伤口（本书 10 章 82-87

页提供更多照顾伤口及控制流

血的方法）。 

 

芦荟(aloe vera, sabila) 

芦荟可用来治疗轻度烧伤或外伤。芦荟汁亦可止

痛、止痒，促进伤口愈合，预防感染。切一块芦荟，

剥去外皮，把肥厚多汁的叶子或芦荟汁直接放在伤口

上。芦荟也可以治疗胃溃疡、胃炎，把芦荟切成小块，

浸在水中一个晚上，然后每二小时喝一杯。 

 

͢ϝ(papaya) 

 成熟的木瓜含丰富维生素且帮助消化。老人或

身体衰弱的人由于吃肉、鸡及蛋消化不良，造成胃部

不适时，服用木瓜尤其有效，因为木瓜有助于消化此

类食物。 

木瓜也能驱除多种肠道寄生虫，但西药的效果会

更好。  

盛三、四茶匙（约 15~20cc）青木瓜或木瓜树干取

得的木瓜“乳汁”，调以等量的糖或蜂蜜，伴入一杯热

水中。如果可能，与轻泻剂一起喝。或把木瓜种子干燥磨成粉，取三茶匙加

入一杯水（或一点蜂蜜），一天服用三次，治疗七天。木瓜亦可治疗缛疮，因

含有能软化坏死组织的化学物质，先将含有坏死组织的伤口清洗干净，再用

浸泡过青木瓜或木瓜树干乳汁的干净布条或纱布，塞进褥疮伤口内，一天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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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ؠϮჼǕǕϡ来۞ט˿

在墨西哥，有很多种植物，例如一种豆科植物（Tepeguaje）及白星海芋

科的藤（solda con solda），可以作为石膏使用。事实上，任何植物，只要它的

浆汁干了之后会变硬，不会刺激皮肤，就可以当作石膏。在印度，传统的接

骨则是使用蛋白与药草的混和液，方法类似。在当地，试试看有那些植物是

可以用的。 

举 Tepegueje 来说：一公斤的树皮，用 5 公升的水来煮，沸煮直到剩 2 公

升，滤去树皮再煮，煮到浓稠呈浆状，

浸入布条(棉布或绒布)，再依下列方

法操作。 

确定断骨已复位（10 章 98 页）。

不要将石膏布条直接盖在皮肤上，用

柔软的布先将手臂或腿包起来，然后

再包一层棉花或野生木棉花，最后才

是裹上泡了 Tepeguaje 稠汁的布条，这

样就能结实但不太紧的石膏。 

 

包扎时须涵盖断骨处上下两个关

节能达到固定的效果。 

如果是腕关节骨折，就要几乎把

整个手臂包起来，只露出手指尖，用

以观察血液循好坏。 

然而传统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接骨

师，认为断骨端轻微的移动有助于愈

合，所以对手臂的单纯骨折通常都只

包短的石膏，而最新的科学研究也证

实了此看法。 

亦可用硬纸板或干香蕉叶、棕榈

叶近树干的弯曲部分作为暂时性的夹

板固定手脚。 

͕̈Ĉ石膏不可太紧，因断肢会

在受伤后继续肿胀。如果病人抱怨石膏太紧，或感到手指、脚趾变冷、发白、

发青，先拆除原来的石膏，再另外上一副较松的石膏。切勿把石膏直接打在

伤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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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ᦘڇϡ泻药)qvshft-!mbybujwft*۞时机!

滥用泻药与灌肠是一种全球皆然、不

分地域的坏习惯。 

灌肠、吃泻药是很常见的居家治疗方

法，但通常对人体有害。很多人认为发烧

及腹泻可以由灌肠「洗掉」(灌肠就是从肛

门把水灌到肠子里的方法)或用泻剂把它

泻掉。不幸的是，洗肠子的结果，常常是

使已经受损了的肠子雪上加霜。 

 

 

 

 

绝̙Ξ肠ٕЫ泻剂۞ଐԛĈ!

．有严重腹痛或任何阑尾炎或「急性腹痛」（10 章 93 页）的征候时，即

使多日未排便，亦不可灌肠或吃泻药。 

．腹部有枪伤或肠子受伤的病人绝不可灌肠或给泻药。 

．虚弱或生病的人绝不能服强泻剂，这只会使他更衰弱。 

．发高烧、呕吐、腹泻及有脱水现象的孩子不能吃泻剂（13 章 151 页），

因会加剧脱水的情况，甚至死亡。 

．不要使服用泻剂成为习惯（11 章 126 页）。 

．不足二岁的小孩不可灌肠或吃泻剂。 

 

ϒ①ֹϡ肠：!

1. 普通灌肠可以解除便秘（干、硬、不易解出的大便）。只需使用温水，

或加一点肥皂剂。 

2. 严重呕吐的病人若脱水时，可轻缓地使用缓灌肠的方式补充水分与

电解质！（13 章 152 页）

灌肠及使用泻剂几乎没有好处， 

却经常很危险，特别是强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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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泻剂、轻泻剂!

蓖麻油、鼠李（缓泻剂）、

旃那皮（晒干的番泻树叶 

senna leaf）等 

 都是有刺激性的轻泻剂，它们的害处

比益处多，最好不要用。 

 

镁乳 

氢氧化镁 

硫酸镁（eposom salts，附

录 383 页）  

 这些泻盐便秘时可用，只可少量使用，

不要常用。腹痛时绝不可用。 

矿物油（附录 383 页） 

 

 有时用在痔疮合并有便秘的人，可以

润滑粪便，不建议使用。 

 

ϒ①ֹϡ泻剂)qvshft*、轻泻剂)mbybujwft*!

轻泻剂也是泻剂，只是药力较弱。上面所列的药用少量时是轻泻剂，多

了就是泻剂。轻泻剂会使肠蠕动增快及软化大便；泻剂则造成腹泻。 

泻剂：只有当一个人吃了毒物时要尽快把它清出来时才用（10 章 103 页）。

否则都是有害的。 

轻泻剂：镁乳、镁盐等可以少量的用于便秘。患痔疮的人便秘时（13 章

175 页）可服用矿物油，不过，矿物油只是使粪便变滑，而不是使它变软。

矿物油的剂量是睡前 3-6 茶匙(15-30cc) ，千万不可与食物同服，因为矿物质

会使人体无法吸收食物中某些重要的维生素。服用矿物油不是最好的方法。 

栓剂：子弹形的药丸塞入直肠中，可以改善便秘或痔疮（13 章 175 页、

附 383 页、392 页）。 

 

较р۞͞ڱĈ!

富含纤维的食物会使大便柔软。最健康并温和的方法是大量喝水与吃富

含纤维的食物，如树薯、山芋类及全谷类（11 章 126 页）。多吃蔬菜、水果

也很有帮助。 

大量自膳食中摄取天然纤维的民族较少患痔疮、便秘及肠癌等疾病，反

之吃〝现代化〞精制食物的人就比较容易得上述疾病。要使排便习惯良好，

就要避免食物过度加工精制，多吃全谷类制成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