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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专题调查显示：

有69.2%的居民家庭购买的药物在家中放置时一般不
作分类存放，25.4%的家庭会根据药物作用做分类存放，
5.4%的家庭会按照药物的有效期限进行顺序存放。而当
家中存放的药物过期后，有56.2%的家庭直接把过期药品
丢弃到垃圾桶中，43.1%的家庭会把过期药品装入包装袋
中扔进垃圾桶，回答“舍不得扔，可能继续使用的”占0.8%。

药师提醒：

1、有原包装的药品宜放在原包装里，不要因为只剩下
最后一粒或一袋就丢弃原包装纸盒，这样可能会导致有效
期不明而无法判断是否失效。没有原包装的应用标明品
名、保质期和用法用量等相关信息。

2、药品的有效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限制的，一
旦药品从原包装内分出，如拆开了盒子、打开了瓶盖等开
始使用时，这类药品就应及时使用，不再适于长期保存
了。比如一般眼药水的保质期是1年或2年，开封后，使用
期限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所以，在用药时，应尽量做到
打开了包装的药品及时使用，否则，即使未到药品标注的
失效期，药品有可能已经变质、失效。对于过期几天的药，
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外观和气味没有改变，就
可以继续服用。这种做法很危险。有的药品过期后，虽然
外表无明显改变，但可能其成分结构已发生变化，分解成
其他产物，这些产物对身体可能产生危害。服用这样的药
品，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耽误病情还可能造成意外的伤害。

3、过期药成“害人药”还表现在不经任何处理就连同
生活垃圾一同扔进垃圾箱，不仅会污染环境，一旦落入不
法分子之手，流向农村市场或重新回到药店，其后果不堪
设想。建议可以遵循以下几个办法处理：（1）口服片剂、固
体制剂、胶囊等，比如感冒药、消炎药、抗生素等，可以用水
溶解后冲到下水道或丢到垃圾桶里；（2）液体药物，如眼药
水、外用药水、口服液等，把里面的液体分别倒入下水道冲
走，不要混杂；（3）眼药膏等膏状药物，挤出来收集在废报
纸内，包好后丢弃；（4）喷雾剂药品在户外空气流通较好的
地方，避免接触明火，彻底排空后丢掉；（5）抗癌药、治疗血
液系统疾病的药物则比较危险，对人体及环境危害都比较
大，最好送回医院，不要自己处理。

辞旧迎新，别忘整理家庭“小药箱”
家庭“小药箱”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必备物品之一。2016年，国家统

计局常州调查队曾对我市居民的家庭“小药箱”做了一项专项调查，结果
显示常州居民家庭储药已常态化，但居民在日常购买、使用和管理药物
时却显得不够严谨，存在一定隐患。针对专题调查发现的问题，我们来
为市民答疑解惑。

特别提醒大家，岁末年初，别忘了让家里的“小药箱”也来一次彻底
的“辞旧迎新”！

特别感谢市一院药事科副主任药师夏宗玲、副主任药师钱春艳，以及市二院药剂科徐姗、苏丹、冷玉静等专业药师对本文提供专业支持

本版文字/李歆生 娟子 越声

专题调查显示：

130位受访者中，有35.4%的人表示家中
经常储药且种类齐全，52.3%的人表示虽储存
但种类不多，12.3%的家庭从不储存只是待需
要时购买。从储药数量看，家中储存药物小
于5种的占43.1%，储存6-9种的占37.7%，储
存10种以上的占19.2%；从储药价格看，日常
储备 500 元以内药物的占 70.8%，储备 500-
1000元的占25.4%，1000元以上的占3.8%；从
储药类别看，83.1%的常州家庭最爱储备常用
西药，12.3%的家庭主要储备中药，另有4.6%
的家庭日常主要储备养生保健类药物。

药师提醒：

一、家庭备药讲究以下原则
1、根据家庭人员组成和健康状况选择

药品。家有儿童，可备一些常用的治疗儿童
感冒咳嗽的药物。家有老人，可根据具体情
况备一些老年常见病用药如治疗高血压、冠
心病的药物。要特别注意准备适合他们用
的药品和剂型。

2、尽量选择备用非处方药品。因非处

方药物针对性强，适应症明确，易于掌握，治
疗期间不需要医师或药师指导，不需要经常
调整剂量，不需要特殊监护。

3、选择副作用较小、价廉易购的老药。
老药经过多年的临床使用，询证医学证据丰
富，毒副作用明确，容易发现和预防可能出
现的副作用，且价格便宜，不会造成医疗资
源的浪费。

4、选择用法简单的药品，尽量选择口服
药、外用药，不要选择注射剂。

5、严禁备用家庭成员过敏的药品。
6、不建议家庭常备抗菌药物。抗菌药

物属处方药，有一定副作用，应在医生指导
下使用，因此不建议备用任何抗菌药物。

二、控制储备量，科学存放
1、家庭药箱中药品常备量建议是最小

包装量，不建议拆开药品外包装保存药品，
药品说明书一定要随药物妥善保存，每次用
药前都要仔细阅读适应症和用法用量。

2、药品的有效期大多在1-2年，因此建
议不要养成“囤药”的习惯，除药箱中常备的
少量价廉易购的非处方药品外，其他药品应
按需合理购买，不要因促销活动，贪一时便

宜而大量购买药品，尤其不要购买近效期药
品。可在药品外包装盒显著位置标注有效
期，每3-6个月整理一次药箱，发现近效期
药品及时做好警示标志，如贴黄色标签，绝
对不要服用过期药品。

3、药箱放置在避光、干燥、通风和温度
较低的地方。分类存放，儿童用药与成人用
药分开、外用药与内服药分开，急救药放在
方便易取处，且让家人知道，但尽量避开儿
童触及处。

专题调查显示：

77.7%的人习惯从药店购买药物，21.5%
的人表示家中药物主要来自正规医院或社
区诊所，还有 0.8%的人是从网络购买药物
的。从居民购买药物的参考因素看（多选），
74.6%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药物知识选
购药物，66.2%的人是按医生处方抓药，
50.8%的人是在药店营业员推荐下购药的，
听朋友介绍和看药品广告宣传后买药的占
6.2%。在购买药物时，居民一般最优先考虑
的因素（多选）第一是疗效，认同率为78.5%，
第二是生产厂家和质量，认同率为66.2%，其
他分别是药物价格和不良反应，认同率依次
为44.6%和40.8%。

药师提醒：

1、家庭备用药最安全的采购途径自然
是从正规的医院、诊所或药店购进。但网络
购药作为一种新兴的购药途径，也越来越受
到年轻人的喜爱，但很多不合格的药店也隐
藏在网络，建议大家尽量到大型、比较权威
的网上药店购药。

2、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治疗方案是
不一样的，最好由医生诊断后再用药，尤其
不能盲目参考他人方案，凭经验自行给药、
错过服药时间、擅自增减药量等也都应避
免。有很多药物不能突然停药或者长期服
用，比如激素、降压药等。

3、不少患者凭经验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导致同时服用多种药品。多种药
物不适当地同时使用，有时不但不会增
加治疗效果，反而有可能因药物之间的
互相作用而降低疗效，有的还会增加药
物毒性。如多种感冒药为复方成分，同
时服用可能导致剂量明显增加，出现毒
副作用。另外，小儿体内各组织器官未
完全发育好，生理功能尚未成熟，解毒功
能也较差，家长切不可图方便、省钱，而
将大人的药给小儿服用，否则会产生严
重的不良后果。比如成人用的氟哌酸可
以引起儿童关节病变，影响生长发育；感
冒通中的成分双氯芬酸对儿童有肾损害
和急性血小板减少的危险。尤其一些特
殊剂型的药物，如缓释制剂、控释制剂、

肠溶制剂等，破坏结构，可导致大量药物
瞬间释放，毒副作用大大增加。

4、理论上看，不同厂家、品牌、剂型，但
同一通用名的药物，由于其化学成分都是一
样的，因此功效也是一样的。不过，由于不
同厂家生产药物的质量、药物有效成分含
量、生物利用度不同，因此药效也存在微小
差别。如同样的药物阿司匹林，有的厂家产
品是普通的片剂，有的则是肠溶片，比较起
来肠溶片对胃的刺激小，副作用小。有的药
物如长效硝苯地平片，这个厂家生产的是缓
释片，那个厂家生产的是控释片，前者是药
物在体内缓慢释放，后者则是等速定时定量
发挥药效，控释片在体内发挥的药效更平
稳，价格也相对较高。

专题调查显示：

当居民首次使用药物时，会仔细阅读使
用说明书的占71.5%，有时会阅读的占26.2%，
从不看说明书的占2.3%。当购买药物时，有
73.1%的受访者一定会看药物的有效期，25.4%
的人表示偶尔会看，仅有 1.5%的人从来不
看。对于家中储备药物的治疗作用，53.1%的
人表示非常清楚，46.2%的人表示有些了解，仅
有0.8%的人明确表示不甚了解，说明少数居
民家庭在用药时仍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药师提醒：

1、无论自己购买药品还是从医院配药，

使用前都应该仔细阅读说明书，看清适应
证，对症用药。自主选药，需仔细核对自己
的症状是否在“适应症”中。对于处方药，必
须事先经过医生诊断患有什么疾病，依照处
方买药。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找药店里
药师或者医院药房药师问清楚。

2、读懂用法用量，正确用药。对于单一
成分的化学药，规格通常是指含量，而复方
制剂一般指每片的重量。还要注意药的单
位，可能是多少片，也可能是多少毫克或毫
升，有时候需要自己换算。另外，还有一些
内容需要注意，比如：饭前还是饭后服用；能
否空腹服用；必须整片吞服还是可以掰开服
用；每天吃几次；每次多大剂量；对于不同的

病情，服药方法是否有不同……
3、明辨禁忌，安全用药。说明书上的

“禁用、忌用和慎用”是保证用药安全的关键
信息，禁用是指禁止使用；忌用是指某些药
品对某些个体差异较大的病人可能出现严
重不良反应，故没有足够把握，应避免使用；
慎用则是对某些特殊的人譬如小儿、老人、
孕妇或肝肾功能不全者提出的用药警告。

4、看清注意事项，理解不良反应。提前
知道不良反应能有针对性地观察，一旦出现
能及时应对。有的患者看到详细罗列的一
些不良反应后“讳疾忌药”，但是在需要治疗
时，不能因为担心副作用而拒绝治疗。合理
使用药品，可以将“毒”性降到最低，发挥治

疗作用，而不出现明显副作用。
5、牢记有效期，保证储存安全。有的需

要避光，有的需要冷藏，都应按照说明书进行。
6、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儿童、老

年人等特殊人群用药时应特别谨慎，如必
须服用药物，一定要先咨询医生、药师。许
多药物能引起或加重患者肝、肾功能损害，
所以有肝、肾疾病的患者就医时要主动告
知医师，用药前要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或
向医师、药师咨询，用药期间注意观察。另
外，含抗过敏成分和镇静安眠类成分的药
物可能会引起头晕、嗜睡，故从事驾驶、高
空和精细工作前避免使用，以免影响注意
力，威胁安全。

近九成居民家庭日常储药

超7成居民根据经验和药物知识选药

少数居民家庭用药存在盲目性

随意丢弃
过期药物
较为普遍

解热镇痛药

感冒药

止咳化痰药

抗过敏药物

通便止泻药

急救类药

其它

可备用

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

生理盐水，或生理性海水鼻腔喷
雾剂

氨溴索、右美沙芬

西替利嗪，或氯雷他定，家里有严
重过敏体质患者需备有泼尼松龙

开塞露，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

硝酸甘油，小剂量阿司匹林

体温计，纱布，棉球，生理盐水，创
可贴，75%医用酒精（或碘伏）

不建议备用

复方制剂或强效解热镇痛药：如去痛片、安
乃近、氨基比林、吲哚美辛、尼美舒利等

强力银翘片、复方感冒胶囊、感冒清片、感
冒灵胶囊等中西药复方制剂

含可待因的处方药物

第一代抗过敏药，如扑尔敏、塞庚啶、苯海
拉明等

果导片、易蒙停、痢特灵、吡哌酸等

速效救心丸、麝香保心丸等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
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政

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容
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大家在
微信上的提问。

本期出场专家：市三院儿科医生江剑华
读者提问：本人是哺乳期宝妈，生病了还能不能喂奶？

该怎么保护好孩子？
专家解答：这关键要看妈妈生的什么病。通常最容易中招

的是感冒发热，其次就是乳腺炎。感冒是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
的，病毒不会通过乳汁传播，所以妈妈感冒了可以喂奶，但要做
好防护措施，避免病毒通过呼吸传染给宝宝。如果感冒期间发
烧，可以适当口服退热药，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当体温降
到38.5℃以下时就可以喂奶了。同样，乳汁淤积引起乳腺炎也
照样可以哺乳，宝宝的嘴是最好的吸奶器，增加吸吮是消除肿

块、帮助母亲避免乳腺炎及其恶化的最佳方法。
很多人可能会接着问，哺乳期妈妈可以吃药吗？药物会

不同程度转运至人乳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事实上这
样的转运量相当少，这些极少的转运量通过乳汁进入婴儿体
内后，首先被胃酸灭活一部分，只有更少的量被肠道吸收，经
肝脏解毒后才能进入血液循环。所以经过层层损耗，被婴儿
吸收的药量微乎其微。反过来讲，哺乳期妈妈代替生病的宝
宝去服药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几乎很少能
到达宝宝需要的临床剂量。国内出版的《药
物与母乳喂养》手册可以作为哺乳期用药的
参考，L1—L5五个等级的药物，选择L1和
L2级别都是安全的，如青霉素类、大部分头
孢类药物，包括前面提到的两种退热药，都
是L1级的。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悦
健康”微信平台。

哺乳期妈妈生病还能不能喂奶？

三、药物选择要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