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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脾胃病概述



概 述

➢ 中醫認為“脾胃為後天之本”，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賴以所養，脾胃

具有對水穀受納和消化及對精微的吸收和輸布的作用，將水穀轉化為人

體需要的物質基礎——津液、營衛和氣血，三者層層深化，津液化生

營衛，營衛化生氣血

➢ 隨著現在社會節奏的加快，脾胃病的患病率也大大增加，據不完全統

計，現在社會70%~80%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脾胃病

內傷脾胃，百病由生

百病皆有脾胃衰而生也

李東垣---脾胃學說



脾的生理

脾主運化，主升清

脾主統血

主肌肉四肢

開竅於口，其華在唇

在志為思，在液為涎

與胃相表裏

主升、喜燥惡濕

概 述



胃的生理

仓廪之官

水谷之海

主受纳，

腐熟水谷；

主降、喜润恶燥

概 述

胃为情绪器官，受植物神经支配，不受意识控制



概 述

什么是脾胃病？

➢ 是指在感受外邪，飲食內傷，情志不遂，臟腑失調等作用下，發生在食管、脾胃、腸

道的一類內科病證

➢ 症狀：食欲減退、脘腹脹滿、疼痛、嘔逆、吞酸、嘈雜以及大便失調等症

➢ 對脾胃病如何辯證論治，應從臟腑、陰陽、寒熱、虛實、氣血五個方面進行分析



02 脾胃病中醫辨證



首先根據病人的主要症狀，辨別其臟腑病位主要在脾，還是胃，還是脾胃兼病

辨脾胃

凡臟腑之氣，皆有升降之機，

它與臟腑之陰陽、上下有其

一定變化規律

脾和胃，脾為髒，屬陰，脾

氣上升；胃為腑，屬陽，胃

氣主降

以臟腑生克制化，脾胃

屬土，肝膽屬木，所以

肝膽之氣乘克脾胃

脾胃病有陰陽寒熱之別。

若脾胃陰虛，則當滋養腎

陰以治之

從燥濕之性分，則脾

為濕土，故惡濕；胃

為燥土，故惡燥

脾主運化，源於脾氣（陽）
脾失健運，主要是脾氣虛，
甚則脾陽虛



辨陰陽

脾為陰，胃為陽
脾為陰土，胃為
陽土

0
2

0
1

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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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為陰，胃為陽
脾為陰土，胃為

陽土

因飲食失節，饑飲失時，內傷生冷，

或勞逸失調，情志內傷，皆可傷及

胃陽。陽傷則胃中虛寒，故其症狀

常見為胃不思食，胃脘脹滿，甚或

作痛，或胃氣不能下行而反逆而成

反胃嘔吐，穀食不化，口淡無

味……舌質淡苔白，脈沉細小弦

胃陽虛

人賴脾之陽氣，施其運化之功能。胃亦依靠

脾臟陽氣之溫煦，才能腐熟水穀。脾陽虛則

常累及胃陽之功。脾陽虛其症狀表現常見有

脾不運化之證，如腹脹食後為甚，氣滯於中，

則脘腹脹痛，陽氣虛不能上升，則下陷而為

病，故泄瀉、小腹或肛門下墜，脾主四肢，

陽氣不振，則四肢發冷，面色萎白、神疲乏

力……等等，其脈緩弱，舌常淡白

脾陽虛

胃陰虛

脾陰虛即脾中津液不足。《血證論》中謂

“李東垣後，重脾胃者，但知宜補脾陽，

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穀不化，

脾陰不足，水穀仍不化也。噎膈大便難，

脾不運化而腹中亦感脹滿，口燥唇幹或形

體消瘦，手足煩熱，或皮膚乾燥，面色萎

黃，舌質淡紅而嫩，苔少或剝，或舌苔薄

白而幹，脈濡細或脈數

脾陰虛

如不饑少納，或知饑少納，胃

中嘈雜，疼熱，口幹思飲，心

煩失眠。或因胃中津液不足，

失於潤下而大便幹結



辨 寒 熱

不足之处水濕阻滯、濕熱蘊結非脾

實，本於脾虛，濕熱為標

實

脾胃病之寒熱



脾本虚证，无实证，胃多实证

由于脾胃病之病因不同，或病之新久差异，故而有虚实不同

辨 虛實

01 虛證有脾虛和胃虛，而且脾胃二者各有陰虛、陽虛之不同

02

脾胃实证，有外因感受暑湿者，有因寒邪者，其症多纳呆、恶心、呕吐、或脘腹

作痛，或大便泄泻，若因感受寒邪，可引起脘腹作痛，或呕吐清稀水液，或腹胀

泄泻；若饮食积滞，必有伤食史，或原有脾胃之病，而偶因不慎饮食所引发，其

病常虚实夹杂，以实为主。其症常为胃脘作痛且胀，恶心或呕吐、嗳腐、吞酸，

或大便泄泻

03
平素脾胃本弱，如常有脘腹饮胀，胃脘作痛，饮食减少，或大便时溏，肢体倦怠

等症，近又伤于饮食，或感受寒邪而引发。此为脾胃本虚，而邪实为标，故名

“本虚标实”

虚 证

实 证

本虚标实



脾胃氣虛、脾胃氣滯、心脾血虛、血瘀脘痛

脾胃氣虛

脾胃陽氣不足；納化失調，故其症狀為脘腹脹滿，胃脘作痛，納食減少，

或大便溏薄，神疲四肢乏力，面色白，脈濡，舌淡苔白

脾胃氣滯

常由外感暑溫、風寒，或內傷飲食生冷油膩難化之物，或憂思鬱怒之情志

所傷，皆能使脾胃受傷，運化失司，而使脾胃之氣積滯，影響其納化之

功，故病者常為脘腹脹滿，食難消化，噯腐吞酸，脘腹作痛，不思飲食，

便泄不暢，其舌苔厚膩

辨氣血



脾胃病而病及血分者

一為血虛之證，常見者為心脾血虛，二為血瘀之證，一般皆為胃脘疼痛之證候表現

➢ 心脾血虛 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脾胃虛弱之人，常見有血虛之證，血以養心，故

血虛者常表現在心血不足。故多見者為心脾血虛之證，或稱之謂“心脾兩虛”。其

症狀常見為脾虛脘腹脹痛，納食減少，神疲乏力，同時兼見心悸怔忡、失眠。婦女

常見脾不統血而月經過多。凡血虛者，調理脾胃時，不宜用辛溫燥烈助火之劑，用

之則陰血虧，胃火益旺，脾陰愈傷故使腸胃乾枯，而大便燥結

➢ 血瘀脘痛 胃脘痛之證候，有在氣分和血分之分。“初症在經，經主氣。久病人絡，

絡人血。”

若胃痛不僅在於胃脘，而且連及脅背，痛久不愈者，此為病人於絡，每用通絡法而

有效

若病在血分，以辛熱逐寒，剛燥之劑，則燥熱傷血，血絡閉塞，故痛增劇，故宜辛

潤之法

辨气血



脾胃病之治则

• 脾胃病多为脾胃气虚，但在发作之时，多偏于肝胃不和或气滞血瘀，
或气郁化热，或饮食所伤之虚实证

• 以通为主，以补为次，治胃必实脾，健脾必和胃

• 先以调理肝、脾、胃，使气血调和，诸证缓解，

后再加重益气健脾，以达巩固

脾常虚

肝易郁

胃常滞

脾宜健

肝宜疏

胃宜和

依据三个脏器偏盛、偏虚及其病理演
变，随证治之



03 脾胃病中醫护理



臨證護理

胃脘疼痛

1.觀察疼痛的部位、性質、程度、持續時間、誘發因素及伴隨症狀。出現
疼痛加劇，伴嘔吐、寒熱，或出現厥脫先兆症狀時應立即報告醫師，採取
應急處理措施。

2.急性發作時宜臥床休息，給予精神安慰；伴有嘔吐或便血時立即報告醫
師，指導患者暫禁飲食，避免活動及精神緊張。

3.根據證型，指導患者進行飲食調護，忌食辛辣、肥甘、煎炸之品，戒煙
酒。

4.調攝精神，指導患者採用有效的情志轉移方法，如深呼吸、全身肌肉放
鬆、聽音樂等

5.穴位貼敷，取穴：中脘、胃俞、足三裏、梁丘等。

6.穴位按摩，取穴：中脘、天樞、氣海等。

7.耳穴埋豆，根據病情需要，可選擇脾、胃、交感、神門、肝膽、內分泌
等穴位。

8.艾灸，取穴：中脘、氣海、關元、足三裏等。

9.藥熨，脾胃虛寒者可用中藥熱奄包熱熨胃脘部。

10.火龙罐，取穴：中脘、氣海、關元。



臨證護理

胃脘脹滿

1.觀察脹滿的部位、性質、程度、時間、誘發因素及伴隨症狀。

2.鼓勵患者飯後適當運動，保持大便通暢。

3.根據食滯輕重控制飲食，避免進食過飽。

4.保持心情舒暢，避免鬱怒、悲傷等情志刺激。

5.穴位貼敷，取穴：脾俞、胃俞、腎俞、天樞、神闕、中脘、關元等。

6.穴位埋針，取穴：雙側足三裏、內关、合穀。

7.艾灸，取穴：神闕、中脘、下脘、建裏、天樞等。

8.腹部按摩：順時針按摩，每次15～20分鐘，每日1次。

9.揉腹：每次15～20分鐘，每日1-2次。

10.耳穴推刮、贴压，取穴：胃、艇中、肝、脾、胆、三焦、皮质下、枕、神

门。



臨證護理

噯氣、反酸

1.觀察噯氣、反酸的頻率、程度、伴隨症狀及與飲食的關係。

2.指導患者飯後不宜立即平臥，發作時宜取坐位，可飲用溫開水；若空腹時出

現，應立即進食以緩解不適。

3.忌生冷飲食，少食甜、酸之品，戒煙酒。

4.指導患者慎起居，適寒溫，暢情志，避免惱怒、抑鬱。

5.穴位埋针，取穴：雙側足三裏、內關。

6.穴位按摩，取穴：足三裏、合穀、天突、中脘、內關等。

7.艾灸，取穴：肝俞、胃俞、足三裏、中脘、神闕等。

8.耳穴推刮、貼壓，取穴：胃、賁門、耳中、肝、脾、腎、三焦、皮質下、枕

、神门。



臨證護理

納 呆

1.觀察患者飲食狀況、口腔氣味、口中感覺、伴隨症狀及舌質舌苔的變化，保

持口腔清潔。

2.定期測量體重，監測有關營養指標的變化，並做好記錄。

3.指導患者少食多餐，宜進高熱量、高優質蛋白、高維生素、易消化的飲食，

忌肥甘厚味、煎炸之品。

4.穴位按摩，取穴：足三裏、內關、豐隆、合穀、中脘、陽陵泉等。

5.耳穴埋豆，根據病情需要，可選擇脾、胃、肝、小腸、心、交感等穴位。

6.气交灸。



臨證護理

中醫適宜技術的應用

• 耳穴療法（推刮、貼壓、耳灸）

• 穴位按摩

• 穴位埋針

• 中藥熱奄包

• 灸法（氣交灸、艾箱灸）

• 火龍罐

• 刮痧

• 揉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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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穴方法：
同身寸：拇指同身寸是以患者拇指指关节的宽度作为一寸

穴位按摩



穴位埋針

內關：疏肝和胃、止嘔

中脘：和胃健脾、通降腑氣

足三裏：和胃健脾、升降氣機

内 关

足 三 里

中 腕



氣交灸

➢ 氣交灸:是以艾絨為燃料，通過艾火的溫熱刺激和艾絨的穿透力，可以調

整胃腸氣機，使陰陽氣血調和，脈絡通暢，脾氣得運，促進胃腸蠕動的

恢復，使大便軟化通暢，進而有效治療

➢ 調節人神闕穴位於腹部中央，任沖督脈“一源三歧”皆匯於臍。神闕穴
與百脈相通，內聯五臟六腑，外達四肢百骸

氣交灸，遵循人體營衛的規律，陰升陽降，促進陰陽平衡，灸一穴而通全身



火龍罐

➢ 火龍罐是使用特殊灸具的一種灸法。現代的艾罐底部有數十小孔，內有

一小筒葉有十多個小孔，放置特製艾粒，點燃後將艾罐置於應灸的穴位

上，蓋上蓋子後，可以手持或者直接用綁帶將它固定與某部位，隨意移

動，隨穴而灸，可以使艾火燃燒的熱力傳達到皮膚，逐漸透入內部，可

以調氣和血，溫中散寒



揉腹

➢ 分推肋下:將雙手四指併攏，分別放在同側的劍突旁，沿季肋分推0.5-1分鐘

，可起到調中和胃，理氣止痛的功效

➢ 團摩上腹:左手掌心置於右手背上，右手掌心貼在上腹部，適度用力順時針環

形摩動0.5-1分鐘，以上腹發熱為宜，可起到寬胸理氣健脾和胃的功效

➢ 直推腹中線:左手掌心疊置於右手背，右手掌心貼在劍突下，適度用力從劍下

沿腹中線向下推至臍部，反復操作0.5-1分鐘，以腹部發熱為宜，可幫助堆積

導滯通便降氣

➢ 拿捏腹肌:將雙手拇指和其餘四指用力對合，拿捏正中線兩側肌肉，自上腹拿

捏到下腹部，反復拿捏1-3分鐘。可起到調中和胃補腎納氣的功效

➢ 團摩臍周，左手掌疊置於右手背，將右手掌心貼在肚臍下，適度用力繞臍做

順時針團摩腹部1-3分鐘。以腹部發熱為宜，可以起到健運脾陽和胃理腸的

功效



生活起居

➢ 病室安靜、整潔、空氣清新，溫濕度適宜

➢ 生活規律，勞逸結合，適當運動，保證睡眠。急性發作時宜臥床休息。

➢ 指導患者養成良好的飲食衛生習慣，制定推薦食譜，改變以往不合理的飲

食結構。

➢ 指導患者注意保暖，避免腹部受涼，根據氣候變化及時增減衣服



飲食指導

“勿以脾胃熱冷物，勿以脾胃軟硬物，勿以脾胃熟生物“

➢ 辨證施膳時，首先要辨明證候，再根據時節、地理、病人的體質

狀況、性別、年齡的不同，把人體與自然環境結合起來全面分析，

選准食物，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 辨證選擇食物病證有寒、熱、虛、實之分，食物亦有四性五味之別，在

飲食調護應按病證的性質不同，選擇相宜之食品，利用食物的食性調整

人體陰陽的不平衡，使其恢復健康



飲食指導

➢ 脾胃虛寒

溫中健脾，散寒止痛

以溫中散寒、健脾胃之品為主，如牛奶、雞蛋、土豆蓮子羹、山藥粥、龍眼

、鯽魚生薑湯以及豆製品等，以上食物達到溫、熱、熟、軟的程度方可食用

常飲生薑紅糖茶。忌生冷、寒涼及肥膩、甜粘之品，如雪梨、鮮藕粉等



飲食指導

➢ 飲食停滯

健脾和胃，消導止痛

胃脘痛甚者可暫時禁食，待脹痛或噯腐症狀緩解後方可限量進食，食質以

流食、半流食為主，食材以助消化的食物為主，如山楂粥、烏梅粥、胡蘿蔔

粥、雞蛋羹等。忌高熱量食品，蘿蔔粥、雞蛋羹等。忌高熱量食品，如羊肉

、蔗糖及辛辣食物，忌酒



飲食指導

➢ 陰虛胃痛

養陰生津，潤腸通便，益胃止痛

飲食應以清淡、滋潤、營養豐富且易消化飲食為主，如沙參百合湯、冰糖銀

耳羹、鮮藕粉、胡蘿蔔粥、松子仁粥、甲魚湯等，也可用沙參、麥門冬代茶

飲，以增補陰液

大便幹結者常飲蜂蜜水，多食蔬菜、水果類等富含膳食纖維、礦物質、維生

素c的食物，兼胃氣虛弱、胃陽不足者飯前嚼食葡萄乾或山楂片6—9 g。忌

葷腥、生熱之品，如鯉魚、豬肉、海鮮等



飲食指導

➢ 肝胃鬱熱

泄熱和胃，疏肝止痛

每日晨起飲溫鹽水兩杯以清胃泄熱，飲食宜選用富含維生素的蔬菜、水果，

如蓮子、荔枝、苦瓜、黃瓜、絲瓜、荸薺等。亦可食用銀耳羹、小米粥等以

清瀉肝火。忌食辛辣、甜膩之品，忌煙酒、濃茶



飲食指導

➢ 肝氣犯胃

疏肝解鬱，理氣止痛

應以理氣之品為主，如白蘿蔔、豌豆、甘藍、圓蔥、鰱魚生薑湯等，也可用

佛手適量代茶飲。飲食前後要保持心情舒暢，做到怒後勿食，食後勿怒。忌

紅薯、南瓜、土豆等



飲食指導

➢ 寒邪犯胃

溫熱和胃，理气止痛

以清淡、溫熱、易消化為原則，易用薑等性溫熱的食物做調料，忌食生冷和

油膩食品



飲食指導

➢ 瘀血停滯

行氣活血

山楂、果茶等。忌食煎炸、粗糙、硬固之品，忌煙酒



飲食指導

➢ 飲食有節定時定量，《尚書》日：“食哉惟時”，意思均說明進三餐食

應定時、定量，不可過饑、過飽，過饑可使氣血來源不足，過飽則易傷

脾胃之氣，使脾胃運化功能失於常態，不利於身體健康

➢ “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藥者不如善治食。”脾胃病患者要做到飲

食有節，飲食有節是指飲食要定時定量

➢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

俱。”

➢ 李東垣所說：”養生當實元氣”，“欲實元氣，當調脾胃”

➢ 用中醫理論指導飲食護理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部分，與疾病的康復有著

密切的關係，合理的飲食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情志調理

➢ 多與患者溝通，瞭解其心理狀態，指導其保持樂觀情緒。

➢ 針對患者憂思惱怒、恐懼緊張等不良情志，指導患者採用移情相制療法，

轉移其注意力，淡化、甚至消除不良情志；針對患者焦慮或抑鬱的情緒變

化，可採用暗示療法或順情從欲法。

➢ 鼓勵家屬多陪伴患者，給予患者心理支持。

➢ 鼓勵病友間多溝通交流疾病防治經驗，提高認識，增強治療信心。

➢ 指導患者和家屬瞭解本病的性質，掌握控制疼痛的簡單方法，減輕身體痛

苦和精神壓力。



03 脾胃病中醫预防



健脾養胃，先養心情

研究發現，在胃病患者中約七成跟情緒有關，而胃功能失調者，患抑鬱症等各
類情緒病的機會比一般人高3.1倍至4.4倍

中醫學很早就認識到“情志傷胃”，古代先賢對於胃病的治療多重“調節情
緒”。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情緒對脾胃具有重要影響，所以要養脾胃，先養心
情

常讀“呼”字音。可以培養脾氣，對緩解脾虛、腹脹、脾胃不和、食欲不振
都有好處



五穀飲食，健脾胃

養脾胃不僅要多吃五穀糙米，還要注意飲食有節和多樣化，順應四時

飲食應有規律，三餐定時、定量、不暴飲暴食，不要狼吞虎嚥，更不要站著或
邊走邊吃，吃飯時不要討論問題或爭吵

平時多吃易消化食物，如大米粥等；少吃有刺激性和難於消化的食物，如酸辣
、油炸、幹硬和黏性大的食物；生冷的食物也要儘量少吃；容易便秘的人
要減少久坐，多吃綠葉蔬菜，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入量



有益於脾胃的十種食物

1、香菇
味甘、性平。作用：益胃氣，托痘疹。宜於脾胃虛弱，食欲不振，

倦怠乏力。屬於發物，麻疹和皮膚病、過敏性疾病忌食

2、紅薯
味甘、性平，歸脾胃經。作用：補脾胃、益氣力、寬腸胃。宜於脾

胃虛弱、形瘦乏力、納少泄瀉。多食易引起反酸燒心、胃腸道脹氣

3、栗子
味甘、性溫，歸脾、胃、腎經。作用：補脾健胃，補腎強筋，活血

止血。宜於脾虛食少，反胃，瀉泄。氣滯腹脹者忌食

4、山藥 味甘、性平，歸脾、肺、腎經。作用：補氣健脾，養陰益
肺，補腎固精。宜於脾氣虛弱，食少便溏，慢性泄瀉。濕盛和氣滯脹滿
者忌食

5、扁豆
味甘、性微溫，歸脾、胃經。作用，健脾化濕，清暑和中。宜於脾

虛濕盛，食少便稀，暑濕吐瀉。氣滯腹脹者忌食



有益於脾胃的十種食物

6、紅棗
味甘、性溫，歸脾、胃經。作用：補益脾胃，養血安神。宜於脾胃虛弱，食少便

稀，疲乏無力。氣滯、濕熱和便秘者忌食

7、蜂蜜
味甘、性平，歸脾、肺、大腸經。作用：補脾緩急，潤肺止咳，潤腸通便。宜於

脾胃虛弱胃痛，津虧腸燥便秘，近代用於消化性潰瘍。濕證、濕熱證、胃脹腹脹、嘔
吐、便稀者忌食;不宜與蔥、萵苣同食

8、豇豆：
味甘、性平，歸脾、腎經。作用：健脾，補腎。宜於脾胃虛弱，腹瀉，嘔吐。氣滯

證和便秘者忌食

9、糯米：
味甘、性溫，歸脾、胃、肺經。作用，補中益氣，補肺斂汗。宜於脾虛腹瀉，近代

用於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粘滯難化，食積證、氣滯證、濕證、脾虛胃弱及消化不
良者忌食

10、粳米：
味甘、性平，歸脾、胃經。作用：補中益氣，健脾和胃。宜於中氣不足，倦怠乏

力、食少便溏，脾胃不和，嘔吐、泄瀉



選擇適當運動，益脾胃

中醫學：經絡系統分佈人體四肢，脾主四肢，適當的體育鍛煉可促進經氣運行，反作用

於人體脾胃，使脾胃功能增強

專家認為，最好選擇和緩、低強度、少量、持續堅持的運動方式，運動後身體微微汗出，

筋骨舒展，以不感到過度勞累為宜。飯後慢慢走，有助於增強脾胃功能、促進消化

可以常做一些類似太極、八段錦、五禽戲、扇舞以及各式各樣的養生功等具有中醫養氣功

能的運動，此外，像慢跑、廣播體操、踢毽、廣場舞等專案也是不錯的選擇



脾胃調理五大按摩法

捏脊

適用於消化不良、口臭、胃脹、胃痛、腹瀉、萎靡不振、乏力等患者。每

日捏1～2遍，堅持1周即可見效。

操作方法：捏三提一法（每捏三下將皮膚提一下）先在背部輕輕按摩幾遍

，使肌肉放鬆，然後用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同時提拿背部正中的皮

膚，沿脊柱自下而上，雙手交替向前撚動。

捏起皮膚多少及提拿用力大小要適當，不可擰轉；且要直線前進，不可歪

斜



脾胃調理五大按摩法

揉脐

一手掌心或掌根贴脐部，另一手按手背，顺时针方向旋转揉动，每次约5
分钟，每日1～2次或者两手分别紧贴肚脐两侧，上下来回搓动，搓至
发热为止，每日2～5次

此法能温阳散寒、补益气血、健脾和胃、消食导滞

多用于消化不良、胃寒、腹胀、腹痛、腹泻、便秘的患者

揉鼻头

每次揉鼻头20分钟左右，能改善胃胀气等症状



脾胃調理五大按摩法

擦小腹

兩手分別緊貼肚臍兩側，上下來回擦動，發熱為止。胃脹、腹痛的病人

可選用，每日2～5次。肚臍兩側旁開2寸為天樞穴，這個方法能刺激此穴，

治療急慢性胃腸炎及消化功能紊亂引起的積食、嘔吐、腹瀉、便秘等

按揉足三裏

足三裏是人體的保健要穴，是“足陽明胃經”的主要穴位之一，位於膝眼

直下3寸處。每日按揉50～100次，能健脾和胃、調中理氣、導滯通絡，適

用於各種類型的脾胃病變



脾胃調理五大按摩法

灸法：補氣健脾滋腎 愛喘的人多是由於腎陽虧虛，不能納氣，所以容易出現
喘息氣短，呼多吸少的症狀

定喘順氣的要穴，或為補脾益肺健腎的強壯穴，以艾灸之可振奮陽氣，改善
虛勞氣喘的症狀



脾胃调理小结

莫愁腸

酒少量

動為綱

素為常

養脾胃大
於養一切



顺遂无虞，皆得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