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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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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田玉梅
读者提问：孩子13岁，患了甲亢，护理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专家解答：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指甲状腺腺

体本身产生甲状腺激素过多而引起的，以神经系统、循环系
统、消化系统等兴奋性增高和代谢亢进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
床综合征。引起的原因包括自身免疫、遗传方面和环境的影
响等。

甲亢来袭信号一：孩子吃得多，瘦得快，大便多，学龄儿
童在学校的时间较长，家长更要仔细询问关心；信号二：手
抖，性格和精神状态的改变，容易出现焦躁不安、好动多语、

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也明显下降，有时还会有失眠的情
况；信号三：身高增加比同龄人快，青春期女孩还会出现月经
量减少或闭经的表现。

这些异常信号不必一一具备，只要出现就需引起重视，
及时就医。

护理重点是饮食指导、突眼护理、用药护理、甲状腺危象
的抢救配合和健康教育。甲亢患者可适量
地食用含碘食物，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
素及矿物质丰富的饮食，禁止食用浓茶、咖
啡等刺激性食物。外出时需佩戴深色眼
镜，减少光线、灰尘和异物的侵害。当眼睛
有异物感、刺痛或流泪时，千万不能用手揉
搓眼睛。睡觉或休息时，抬高头部，使眼眶
内液回流减少，减轻水肿。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如何做到安全用药？作为一名药学专业人员，提
醒大家在用药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滥用药物。“是药三分毒”表明了药物的两重
性，患病时一定要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根据病情
合理选用药物进行治疗。

2、不混用药物。药物具有多种特性，如药理性、
化学性、生物活性等，多种药物联合使用，可能使药效
增强或降低，亦可能两药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毒性反

应，根据病情能用一种药尽量不用两种。
3、用药不喝酒。在服用某些药物（如头孢菌素类

等）中同时喝酒，出现双硫仑样反应致患者不适甚至
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为确保用药安全，要避免喝酒
或含酒精成分的饮料和含酒精成分的药物。

4、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用药过程中一旦出现
不适症状，及时询问医师或就诊，以防严重不良反应
发生。

为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
理、降低细菌耐药发生率、保障医疗安
全，7月1日起，我市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全
面停止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儿科、急诊除
外）。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限输令”
实施一个多月以来，相关医院门诊输液
患者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总体情况平稳。

输液人次与门诊均次费用双下降

上午十点，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大
厅秩序井然。门诊全面停止静脉输注抗

菌药物工作实施一个月以来，该院输液
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31%，全院无因该
项工作所致的投诉及纠纷。急诊和儿科
的输液没有停止，但都控制在合理范围。

“新规的顺利实施得益于医院前期
的充分准备。”市一院医务处副主任杨
玲介绍，对于首诊门诊但确需静脉输注
抗菌药物的病人，医院按相关要求及停
止门诊输液流程严格执行，同时要求相
关医师对患者做好沟通及疏导；在原有
抗菌药物点评的基础上，重点对急诊静

脉输注抗菌药物的合理性、规范性等进
行点评；此外，院内醒目位置都放置了
各类公告与宣传，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
就医观念。“医院将进一步扎实细致地
推进该项工作，为年底实行全面停止门
诊输液工作做准备。”杨玲说。

市三院自取消门诊静脉使用抗生
素后，门诊输液量同比下降42%，环比
下降12%，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下降
至12.7%，药品不良反应率同比下降
23%。不仅减少了输液人次和抗菌药

物的使用，门诊费用也得到控制。据
统计，较新规实施前，该院门诊患者均
次费用下降5%。

来自武进人民医院的数据更直
观。“输液人数减少30%-40%，门诊
人均费用较以前下降了15%左右。”该
院医务科科长李献文说。

市德安医院输液室原安排了两层
楼面，新政执行后，输液人数减少，医
院将其中一层打造为健康管理中心。

（下转B2版）

看看这份人体“滥用”药物地图——

不合理用药可能引起各种不良反应
近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一则令人惊悚的数据：

2014年用药过量的死亡人数高达47055人。从2000年到2014年，
有近100万人死于用药过量；自2000年以来，死于用药过量增长率
高达137%，超过一倍。合理用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些常用药物的滥用。药物的作用有其两
面性，使用得当能较好地发挥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有益作用，反
之，不合理使用药物将可能引起人体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合理用药非常重要的四要素是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和适
当性。过度使用或不适当使用药物均可认为药物“滥用”。

组稿 徐丹 赵霅煜

一旦感冒，许多人会习惯性选择止咳水、复
方甘草片来镇咳祛痰。上述药物中含有可待因
和阿片粉等阿片类镇痛药。擅自滥用致使成瘾
的患者，会出现昏昏欲睡、便秘、恶心、情绪不稳
定、睡眠失调等症状，大量服用能抑制呼吸，形成
类似吸毒一样的心理依赖。建议服用此类药时，

应严格遵医嘱，还要避免同时吃含有类似成分的
药物。

许多家庭常备的“清火药”——牛黄解毒片，
随意加量或长期用，也可能成瘾，主要表现为停药
后会有咽喉肿痛加重，口周、鼻翼疱疹，兴奋失眠，
食欲下降，大便秘结等症状，再次服药才能缓解。

在美国，有25%的人受失眠的困扰，而我国睡眠障碍竟高达38.2%，平
时很多人自行购买安眠药吃，但“失眠就要吃安眠药”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
论。甚至在我们门诊咨询中发现，有的患者对自己到处购买安眠药自行加
量都避而不谈。

其实，失眠与心理、身体不适、环境、药物滥用等多种因素有关，需要找
到病因，对症下药才会更安全有效。没找到根源之前，安眠药只能治标，但
不能治本。一旦过度依赖，反而使失眠的问题更加严重。

短暂性失眠（失眠时间小于1周）可以不需要服用安眠药，而以下几种
情况需要服用药物：一、失眠症状比较明显且已确诊为失眠症；二、伴随精
神疾病如痴呆、抑郁和焦虑障碍；三、伴随躯体疾患，如胃食管返流、慢性疼
痛、哮喘等；四、物质滥用。但是这些情况必须遵从医嘱，酌情服用药物。

如果随意服用安眠药，可能会导致镇静、困倦、注意力下降、记忆减退、
共济失调、肝肾功能受损等不良反应。此外，在服药期间，还需定期到专科
医院复查，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简称激素）是人工合成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属于
甾体类固醇激素类药物，有明确抗炎、抗过敏、抑制免疫及抗增生作用。外
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是重要的皮肤科外用药，具有高效、安全的特点，是许
多皮肤病的一线治疗药物，但临床上也存在“滥用”和“恐惧”问题。

怎么能知道哪个药物是属于激素？激素类药物大都有个“松”字，如泼
尼松、地塞米松、倍他米松、氟轻松等，有几个药物结构有点变化，命名为

“奈德”，如曲安奈德、布地奈德。
滥用激素类软膏造成的皮肤损害：1、色素沉着，面部呈“花脸”；2、汗毛增

多；3、毛细血管扩张；4、痤疮、疱疹、脓疱疮等使用后，病灶扩散；5、持续的皮
肤浅表真菌病、疖肿等；6、扁平疣用后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还可产生蛋白
消耗性疾病，使皮肤变薄；8、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导致皮肤溃疡难以愈合
等；9、通过皮肤的吸收还可造成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等系统性病等。

激素过度使用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临床上以综合治疗为主，1、首
先是鼓励患者戒断激素；2、替代疗法：使用非激素类药物如他克莫司软膏、
氟芬那酸丁酯软膏等；3、应用抗生素以抑制毛囊的微生物感染；4、改善皮
肤屏障功能、中医药、冷敷等治疗。

泻药的种类很多，常用的有容积性泻药、润滑
性泻药和刺激性泻药，这三种泻药均有一定的副
作用。由于廉价和见效快的特点，刺激性泻药常
见的如番泻叶，一直是便秘患者的首选，但危害也
最大。

这主要是因为刺激性泻药几乎都含有蒽醌类
物质，比如果导片、大黄、番泻叶、芦荟、决明子等，这

些物质在促进通便的同时，会造成体内电解质、水
和营养物质的流失。久而久之，便会减弱肠道蠕动
功能，破坏肠道生态环境。更严重的是，此种泻药
中的蒽醌成分会沉积在肠黏膜，导致大肠黑变病。

此外，长期滥用泻药，容易造成顽固性便秘。
建议便秘患者先通过饮水、运动等方式改善，咨询
医生后再用药，并严守剂量和使用时间。

骨科用药一般是止痛、活血、消肿这几类，其
中止痛药是用得比较多的一大类。像关节、颈椎、
腰椎出现疼痛，很多人会选择服用止痛药。一类
是消炎、镇痛功能的非甾体止痛药，如布洛芬、塞
来昔布等，一类是甾体止痛药，像吗啡、杜冷丁等。

像非甾体止痛药，有些是非处方药，患者自行
可在药店购买，一开始吃能见效，长期服用止痛效
果会越来越差，而且出现溃疡和出血等消化道不良
反应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还有活血类的药物，像三

七和丹参等也不能滥用，会对胃造成刺激。还有些
偏方，由于成分不明，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受损。

除了药效差和损害脏器的缺点，滥用药物还
有可能成瘾。像杜冷丁、吗啡这样的甾体药物，是
有成瘾性的，只要医生控制剂量和次数，成瘾可能
性极小。不过，一些非甾体止痛药长期服用有可
能造成心理成瘾，所以患者用药应严格遵医嘱。
尤其骨折或术后患者，一定不要因疼痛难忍而擅
自增加剂量或次数。

儿童甲亢如何护理？

链接 如何安全用药
市一院药事科副主任药师 许建平

皮肤—激素类药膏

哪些药物属于激素？
它们大都有个“松”字
市一院皮肤科主治医师 杨玉花

大脑—安眠药

一旦过度依赖，
反而使失眠问题更加严重

102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 杨春

咽喉—止咳水、甘草片

大量服用能抑制呼吸，形成心理依赖
圩塘镇卫生院主任中医师 陈敬鸿

肠胃—泻药、止泻药

长期滥用泻药，容易造成顽固性便秘
西夏墅镇卫生院主治医师 万一飞

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全面停止静脉输注抗菌药物后

门诊输液患者减少三分之一

骨头—止痛药

止痛药长期服用效果差，有些会对脏器造成损害
市中医医院骨三科副主任 蒋涛

本报讯 虽然已经入秋，但气温
依然居高不下，市四院急诊重症团队
最近接连抢救两例脑溢血，患者均为
在闷热工作环境中突然出现一侧肢体
无力，言语含糊，急送医院检查发现为
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四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是旌介
绍说，患者发病可能与室内外温差大
有关。患有高血压病史的市民在炎热
的环境中，皮肤血管会发生扩张，而当

猛然进入空调房间时，血管就会快速
收缩，从而使血管脆性增大，成为脑溢
血的一大诱因。因此他提醒，高温天
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以内较宜，从
高温环境进入室内后，不要长时间对
着空调直吹，以免血管剧烈收缩，血压
急剧升高。此外，高温季节发生脑溢
血可能还与出汗多，血液变得黏稠，血
流助力加大，造成脑部小动脉壁压力
增大有关。再加上燥热容易使人感到

烦躁不安、情绪不稳，睡眠不足、食欲
下降等，导致血压调控能力下降，一旦
遇到情绪激动或者体力活动过度等因
素时，就会导致血压进一步上升，从而
引发脑溢血。

他还介绍道，在医院收治的脑溢
血病例中，有80%甚至更多的患者既
往有高血压病史，但平时不注重监测
血压变化，凭感觉服药，甚至认为夏
季血管扩张，血压会下降，而自行停

药。为此，他提醒高血压患者，服药
期间一定要坚持监测血压变化，并遵
从医嘱。

脑溢血起病急，病情变化快，如果
患者出现一侧身体麻木、无力、活动不
便、手持物掉落、嘴歪、流口水、走路不
稳，口齿不清、答非所问或者突然头
晕、站立不稳甚至晕倒时，一定要及时
送医院治疗。

（杜蘅 李青）

秋老虎使出“洪荒之力”

高血压脑溢血患者增多

本报讯 昨天，市医学会召开第
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汪晓东当选为新
会长，何小舟、秦锡虎、徐瑞玉当选为
副会长，郑培新当选为秘书长。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莉说，
市医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
来的六年，是市医学会各项工作创新
发展、取得重要突破的六年，她同时提
出希望，新一届理事会任期内，正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施“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时期，目前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也进入攻坚期，作为医疗卫生战
线的主力军，市医学会重任在肩、责无
旁贷。

会上，秦锡虎代表九届理事会作
工作报告。6年来，市医学会荣获江
苏省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江苏省医学
会“优秀市级医学会”、市“五一劳动
奖状”、市科协“综合示范学会”等荣
誉称号，多人获得国家级、省、市各级
优秀荣誉称号。目前，医学会已有51
个专科分会，6年来，学会承办10场
全省性学术会议，近 5000 名医学科
技工作者来常交流分享，各专科分会
共举办近百场学术年会，1万多名医
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学会还组
织专家开展义诊咨询、举办科普讲
座，惠及群众7000余人。6年来，学
会共接受委托并鉴定案例 398 例。
另外，根据法院需要，组织安排部分
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出庭质证，为妥善

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
撑。学会医鉴工作得到中华医学会、
省医学会的高度认可，2013 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医鉴办。在学会网站和
微信平台开辟科普专栏，定期发送健
康科普知识，在《常州日报·健康周
刊》以专栏形式刊登会员优秀科普文
章,与中国常州网合作，举办两届“健
康养生大家谈”主题征文活动，获奖
作品汇编成册，此外，出版《防病知识
专家谈》一书，免费发放给市民。

汪晓东表示，医学会将深入推进
改革，全面提升能力，努力把学会建设
成为社会信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
平高、服务成效显著、内部管理规范的
现代科技社团组织。当前，综合医改
试点、“健康常州”建设关系到全市百
姓的切身利益，市医学会要服从大局，
组织带领专家、学者，以更加积极的作
为推动事业改革发展；在履行好现有
政府转移职能的同时勇于担当，认真
总结、全面梳理学会能够承接的其他
政府职能，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创
新，以更多的作为提升学会地位；同
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特别是要建立理事、常务理事动态管
理制度和评价退出机制，从制度和机
制上确保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高效有
序运转，营造风清气正、井然有序的工
作气氛。

（郭建忠 沈芸）

市医学会召开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

夏敏/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