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萱草：百合

科多年生草本，
又称“忘忧草”，
中国母亲花。常
见观赏花卉，花
色多样。根入药，

清热利湿，凉血
止血，解毒消肿。

41. 麦冬：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

本，块根小，纺锤形；叶基生
成丛；总状花序，花白色或淡
紫色；浆果。块根（麦冬）养

阴生津，润肺清心。

46. 独行菜：十字花科

一年或两年生草本，
叶片狭匙形，总状花
序顶生，花极小。短
角果卵形。种子（葶
苈子）泻肺平喘，行

水消肿。

45. 马蔺：鸢尾科多

年生草本，又称马莲，
马兰花。花浅蓝、蓝
或蓝紫色，蒴果长椭
圆柱形。全草清热解

毒，利尿通淋，活血
消肿；种子（马蔺子）

退烧、解毒、驱虫。

43. 紫菀：菊科多年生草本，

根茎斜升，叶厚纸质；头状花
序，舌状花冠蓝紫色；瘦果。
根和根茎（紫菀）润肺下气，

消痰止咳。

44. 刺儿菜：菊科多年生草本，叶缘有刺齿或针
刺，头状花序，管状花冠紫红色。地上部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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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凉血止血，散瘀解毒消痈。



47. 桔梗jié  gěng ：桔梗科多年生草本，

花冠阔钟状，紫色或蓝紫色，又称包袱
花、铃铛花、僧帽花，具白色乳汁，蒴
果。根（桔梗）宣肺，利咽，祛痰，排
脓。“桔梗”的朝鲜文叫做“道拉基”，

常用作腌制泡菜，为药食同源植物。

49. 黄精：百合

科多年生草本，
叶轮生，根状
茎“节间”一
头粗、一头
细”，形如鸡

48. 益母草：唇形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

又称坤草。茎直立，钝四棱形；叶对生；轮
伞花序腋生，唇形花粉红至淡紫红色；小坚
果。新鲜或干燥地上部分（益母草）活血调
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孕妇慎用。果实
（茺蔚子）活血调经，清肝明目。

头；花被乳白色至淡黄色，浆果。根茎（黄
精）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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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白屈菜：罂粟科多年生草本，有黄色乳汁，

叶背具白粉，花萼早落，花瓣黄色，蒴果。
全草（白屈菜）镇痛，止咳，利尿，解毒。

50. 半夏：天南星科

多年生草本，块茎
圆球形，单叶全缘
至三出全裂；肉穗
花序，佛焰苞绿色
或绿白色，浆果卵
圆形。块茎（半夏）
燥湿化痰，降逆止
呕，消痞散结。

51. 东北南星：天南星

科多年生草本。块茎
小，近球形；掌状复
叶，佛焰苞绿色和紫
色，雌花序具棒状附
属器。浆果红色。块
茎（天南星）燥湿化

痰，祛风止痉，散结
消肿。

52. 石竹：石竹科多

年生草本，叶片线状
披针形，花瓣紫红、
粉红、鲜红或白色，
蒴果。地上部分（瞿
麦）利小便，清湿热，

活血通经。

54. 蒺藜：蒺藜科一年生草本，茎平卧，

偶数羽状复叶；花瓣黄色，果实由不
开裂的5个果瓣组成，具锐刺，其余部
位常有小瘤体。果实（蒺藜）活血祛

风，明目，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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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紫花地丁：堇菜科多年生

草本，单叶基生呈莲座状，
花紫堇色或淡紫色，距细管
状，蒴果。全草（紫花地丁）
清热解毒，燥湿凉血。

55. 薄荷：唇形科多

年生草本，茎直立，
锐四棱形，单叶对生，
轮伞花序，唇形花冠
淡紫色，小坚果。地
上部分（薄荷）发散

风热，清利咽喉，透
疹解毒，疏肝解郁。

58. 苍耳：菊科一年生

草本，叶三角状卵形或
心形，雌花序总包外层
带钩状的刺，瘦果。带
总苞的果实（苍耳子）
祛风解表，宣通鼻窍，
祛风除湿。

56. 黄芩：唇形科多年生草本，单叶对生，

披针形至线状披针形，唇形花冠紫、紫
红至蓝色。根（黄芩）清热燥湿，泻火

解毒，止血，安胎。

59. 萹蓄：蓼科多年生草本，茎平

卧、上升或直立，自基部多分枝，
叶柄短或近无柄，托叶鞘膜质，花
单生或数朵簇生于叶腋。地上部分
（萹蓄）利水通淋，杀虫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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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地黄：玄参科多年生草本，块根肉质，鲜时

黄色。基生叶，叶脉在上面凹陷，花冠外紫红
色，内黄紫色，蒴果。新鲜块根（鲜地黄）清
热生津，凉血，止血。干燥块根（生地黄）清
热凉血，养阴生津。生地黄的加工品（熟地黄）
补血滋阴，益精填髓。

62. 平车前：车前科多年生草本，直根长，

叶基生呈莲座状，叶脉5-7条；穗状花序，
蒴果。种子（车前子）利尿通淋，渗湿止泻，
清肝明目，清肺化痰。全草（车前草）清热

利尿通淋，祛痰，凉血，解毒。

60. 紫苏：唇形科一年生草本，叶两面

绿色或紫色，或仅下面紫色，唇形花冠
白色至紫红色，小坚果近球形。叶可食
用，种子榨油可食用。叶（紫苏叶）解
表散寒，行气和胃。茎枝（紫苏梗）理
气宽中，止痛，安胎。果实（紫苏子）
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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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地榆：蔷薇科多年生草本，

根粗壮，多纺锤形；奇数羽
状复叶基生，叶片揉碎后有
清凉的“黄瓜味”，瘦果。
根（地榆）凉血止血，解毒

敛疮。

66. 丹参：唇形科多年生

草本，根细长圆柱形，根
皮朱红色，肉质肥厚；轮
伞花序，唇形花冠紫蓝色，
小坚果。根与根茎（丹参）
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
心除烦，凉血消痈。

67. 藿香：又称土藿香（区别

于药用广藿香），唇形科多
年生草本，嫩叶可食用，茎
四棱形，唇形花冠淡紫蓝色。
地上部分（藿香）祛暑解表，

化湿和胃。

64. 龙葵：茄科一年生草本，叶

卵形，先端短尖；花白色，浆
果球形，成熟时紫黑色。全草
清热解毒，活血消肿。

65. 荠菜：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

本，短角果倒三角形。药食同源，嫩
茎叶可作野菜食用。全草（荠菜）凉

肝止血，平肝明目，清热利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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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虎杖：蓼科多年生草本，雌雄

异株。根茎粗壮横走；茎直立粗壮
中空，茎皮散生“虎皮”状红色或
紫红色斑点（时珍曰：杖言其茎，
虎言其斑也。），托叶鞘膜质，瘦
果。根茎和根（虎杖）利湿退黄，

清热解毒，散瘀止痛，止咳化痰。

71. 菊花：菊科多年生草本，头状

花序，观赏菊花品种繁多，药用
菊花按产地和加工方法不同分为
亳菊、滁菊、贡菊、杭菊等。头
状花序（菊花）散风清热，平肝

明目，清热解毒。

70. 景天三七：景

天科多年生草本，
又称费菜、土三
七，叶片厚实，
肉质，花黄色，
聚合蓇葖果。根
或全草散瘀，止

血，宁心安神，
解毒。

69. 甘草：豆科多年生草本，奇数羽

状复叶，蝶形花冠紫色，荚果密生
瘤状突起。根和根茎（甘草）补脾

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
止痛，调和诸药。陶弘景：此草最
为众药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故
有“国老”、“十方九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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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马齿苋：马齿苋科一

年生草本，茎平卧或斜倚，
叶片扁平，肉质肥厚，倒
卵形，似马齿状，花黄色，
蒴果盖裂，种子细小。地
上部分（马齿苋）清热解

毒，凉血止血，止痢。

73. 柴胡：伞形科多年生草本，

主根较粗大，棕褐色，质坚硬。
茎上部多回分枝，微作之字形
曲折；叶倒披针形或广线状披
针形，叶脉7-9；复伞形花序，
小花鲜黄色，双悬果。根（柴
胡）疏散退热，疏肝解郁，升

举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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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木槿：锦葵科落叶灌木，叶菱形或
三角状卵形，花淡紫色，蒴果。根、茎
皮（木槿皮）清热燥湿，杀虫止痒；种
子（朝天子）清肝化痰，解毒止痛。亦75

为常见园林观赏植物和“花
篱式”绿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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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单叶互生，叶片线形至线状披针形。小花紫色，蒴果圆形，
具狭翅。根皮（远志）安神益智，交通心肾，祛痰，消肿。

74. 远志：远志

科多年生草本，
主根粗壮，韧
皮部肉质，浅
黄色。茎多数
丛生，直立或

73



79. 龙芽草：蔷薇科

多年生草本，间歇性
奇数羽状复叶，瘦果
有钩刺。地上部分
（仙鹤草）收敛止血，

截疟，止痢，解毒，
补虚。冬芽（鹤草芽）
杀虫截疟。

78. 北苍术：菊科多年生草

本，根茎疙瘩块状或结节状，
叶硬纸质，头状花序，总苞
钟状，管状花白色，瘦果冠
毛白色。根茎（苍术）燥湿

健脾，祛风散寒，明目。

80.红花：菊科一年

生草本，叶缘锯齿，
齿顶有针刺；头状
花序，总苞片边缘
有针刺，管状花红
色；瘦果。花（红
花）活血通经，散

瘀止痛。

76. 知母：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根茎横走，基生叶丛
生，蒴果。根茎（知母）清热泻火，生津润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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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构树：桑科落叶乔木，雌雄异株。聚花果成熟
时橙红色，肉质。果实（楮实子）补肾清肝，明目，
利尿。叶（构树叶）清热凉血，利湿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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