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急 肝硬化产妇消化道大出血

■■■■■ ■■■■■ ■■■■■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符王润 美编：陈海冰A12 健康周刊

健康百科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刘亦辙

“海南产科重症”救治平台搭建一年多来，已成功救治约600名危重孕产妇

这个微信群 救了她一命
医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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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酸味食物缓解焦虑
英国科学家发现，食用酸味食物会激励人们

尝试新事物并勇敢面对危险，从而帮助焦虑症患
者康复。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研究人员选取168名参
与者，让他们随机抽取并喝下一瓶 20毫升溶
液，溶液有苦、咸、酸、甜、鲜五种口味。另有喝
矿泉水的参与者作为对照组。随后，这些人参
加模拟“吹气球冒险游戏”。他们通过模拟装
置给气球充气，气球中的空气越多，赢得的钱
越多；但如果气球被吹爆了，他们将失去这些
奖金。随着奖金数额不断增加，气球有可能随
时爆炸，不敢继续充气的人可选择兑现。研究
人员以此来测量参与者的冒险程度。试验结
果显示，喝了酸味溶液的人给气球的充气量明
显高于喝其他溶液的人，他们比喝甜味（蔗
糖）、苦味（咖啡因）、咸味（氯化钠）、鲜味（味
精）溶液的人分别多充气39%、20.5%、16.03%
和40.29%。

研究人员称，无论各人的冒险精神和思维方
式如何，酸味溶液对人们承担和挑战风险都有推
动作用。因此，患焦虑症、抑郁症等极度厌恶风
险的人，可多摄入富含酸味的饮食，这类食物能
帮他们更勇敢地与人沟通。相反，需要承担较大
风险职业的人员（如飞行员等）可在饮食中减少
酸味食物摄入量。 （生命时报）

■ 本报记者 侯赛

6月2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药审中心发布《关于征求

“含可待因类感冒药说明书修订要
求”意见的通知》（以 下 简 称 通
知）。通知要求，将含可待因或氢
可酮的阿片类感冒镇咳处方药适
应症范围限制在 18 岁及以上成
人。记者注意到，这也是继去年1
月份，时隔一年后药监局再度对该
类药品作出使用限制。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止咳神
水”的含可待因类感冒止咳药物为
何被严格管控？此类药物在市场
销售情况如何？对此，记者近日进
行了采访。

含可待因止咳药物
滥用案例较少

海口市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
朱刚直介绍，含可待因的药物属于
中枢性镇咳药，一般用于无痰的干
咳，比如有的老年人年龄大了，不
停地咳嗽，咳嗽到气短的状态，使
用这类药物具有良好的镇咳和镇
痛功能。但是如果有痰的咳嗽就
不能使用这类药物，因为会抑制痰
液排出。如果服用过量，还可能导
致药物依赖。

朱刚直介绍，这种药物曾在市
面上一度流行，一次服药后约1个
小时就能见效，被很多人奉为“最
好的止咳药”。尽管止咳效果立竿
见影，但使用安全性却存在争议。

据了解，可待因是一种存在于罂粟
中的生物碱，正常剂量下合理使用
不足以成瘾，但长期服用就会造成
药物依赖。

记者搜索网络新闻了解到，近
年来，其他省份曾发生多起含可待
因止咳药上瘾的案例。比如，在
2013年厦门曾发生一例未成年男
子因6年服用含有可待因的“联邦止
咳露”和“立健亭”止咳药水，导致精
神萎靡不振，内脏严重受损的情
况。也有少年儿童长期将止咳水兑
可乐喝，导致上瘾的情况发生。

记者从海南省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中心了解到，从2004年至今，
我省共接到含可待因类感冒镇咳
处方药不良反应8例，主要有头晕、
恶心、呕吐、寻麻疹等，近5年含可

待因类感冒镇咳处方药滥用的案
例有10多例，虽然此类案例在我省
发生情况不多，但鉴于此类药物产
生滥用依赖的严重不良后果，仍需
引起极大重视。

“止咳神水”已难觅踪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数据库显示，含可待因的药品主要
包括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复方磷
酸可待因口服溶液、磷酸可待因糖
浆等。查询发现，目前含可待因的
药品共有45个批准文号，感冒镇咳
类占其中一部分。

记者走访海口多家药店发现，
含可待因的奥亭、联邦止咳露等在
市面上已很难找到。朱刚直告诉

记者，这些止咳露属于处方药，销
售去向受到严格监控。个别药店
凭借正规处方也许能买到，但大多
数药店考虑到处方药销量小且不
易保存等问题，基本都停止销售该
类药品了。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林芳
梅表示，一直以来，我省对含可待
因复方制剂都严格监管，各市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日常巡查
和专项检查，在含可待因类感冒止
咳药等处方药的日常管控上，要比
其他药物管控更加严格。此通知
的出台，也意味着日后此类药物的
购销和监管更加严格。

据了解，早在去年1月份，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发布《关
于修订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的公
告（2016年第199）》明确指出，含
可待因药品的说明书中应注明“12
岁以下儿童禁用本品。患有慢行
呼吸系统疾病的12岁至18岁儿童
和青少年不宜使用本品”字样。

实际上，可待因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已在全球范围引起了广泛关
注。2011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将
其从基本药物名单里面删除，美国
食品和药物监管局FDA也在2012
年8月发布了关于可待因的安全警
报，并且在2013年2月对可待因加
了“黑框警告”的标签。今年1月
份，FDA再发布安全警告：要求含
阿片类的处方镇咳和感冒药修改
说明书，仅用于18岁及18岁以上
人群。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炎炎夏日，室外走一圈，前
胸、后背的衣服被汗液浸透，很多
人想用止汗剂，网上又传止汗剂
会堵塞汗腺，担心影响排汗对身
体不好。

怎样才能清清爽爽地度过夏
日？止汗剂到底能不能用？记者
采访了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医学美
容部激光科主任林飞燕。

出汗是维持体温的
重要功能

人体汗腺分为大汗腺（也叫
顶泌腺）和小汗腺（也叫外分泌
腺）。大汗腺主要分布在腋窝及
外阴部位，小汗腺几乎分布于全
身，以手掌和足底最多。林飞燕
认为，人体的神经中枢有自我调
节功能，通过出汗来迅速调节体
温，从而使体温维持恒定，可以说
出汗是人体最有效的降温方式，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为什么有的人身上汗味很
重？“汗水其实本无味，细菌多了，
味儿就来了。”林飞燕解释说，汗
液是汗腺分泌的一种稀淡液体，
其中水分占了99%，本身并无气
味，但当其被皮肤表面的细菌分
解后，会产生不饱和脂肪酸，就会
出现汗酸臭。“细菌容易在温度
高、湿度高的地方繁殖，这也是为
何腋下容易散发异味的原因。”

止汗剂并非真的“止汗”

想要去除“汗味”，减少尴尬，
最好的方法就是勤洗澡。实际
上，止汗剂并不是“止汗”，而是改
变了汗液的性状。林飞燕说，止
汗剂中含有铝盐类成分，比如氯
化羟铝。氯化羟铝溶于水，因此
可以“吸收”汗液，将汗液凝结成
啫喱状，这个过程大大减少了汗
液量，从体感上讲，感觉皮肤表面
流淌的汗液量少了，似乎汗被止
住了。

“止汗剂只能作用于表皮，而
汗腺位于深部的真皮和皮下组
织，因此止汗剂不会堵塞汗腺。”
林飞燕建议，如果止汗剂仅仅用
在易出汗或体味较重的部位，如
腋下、颈部、脚掌、膝窝等，对健康
影响并不大；但止汗产品不要在
面部使用，也不要全身大面积涂
抹，否则汗液无法顺利排出，会造
成身体散热困难，出现体温失调，
严重时甚至导致热休克。

要想气血足，调好肝脾肺

作息规律滋肝阴
清淡饮食祛脾湿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常
感觉没劲儿、出汗多。这很有可能是气血不足
造成的。气血不足作为中医的一种证候，以少
气懒言、神疲乏力、自汗、面色白或萎黄、心悸、
头晕目眩、食欲减退、失眠等症状为主。女性出
现气血不足时，还可见月经色淡、量少、有血块
等典型表现。

中医认为气血不足与五脏均有联系，其中
又与肝、脾、肺三脏关系尤为密切。现代人工
作、学习压力大，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精神紧
张、熬夜、饮食不节制等情况，若经常如此，就会
耗肝阴、败脾胃、损肺气，最终出现气血不足
证。如果感觉身体气血不足时，可采取以下方
法进行调理。

第一，滋肝阴、调肝气。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即要规律作息，尽量早
睡早起，不熬夜、不懒床，夜间睡眠充足以调养肝
阴，清晨适当运动以疏展肝气。饮食上也应注意
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行清淡饮食，平日
里可用枸杞、菊花、决明子等药材泡水代茶饮。
此外，还要减轻精神负担，保持心情舒畅，也可达
到调养肝气的作用。

第二，补脾气、祛湿邪。调补脾胃时，祛除体
内湿邪尤为重要。想要祛湿健脾，首先应该注意
的就是合理饮食，少吃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亦
应清淡饮食。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舌边出现齿痕
时，说明体内已经湿气较大，可以服用中成药补
脾祛湿。

第三，舒肺气、润肺阴。最重要的就是尽量
不要吸入不干净的气体。现代社会，一些地区空
气污染严重，因此在雾霾天要做好健康防护，如
戴口罩或减少外出；戒烟，并劝他人戒烟；多吃一
些益气润肺的食物，如银耳百合莲子粥、雪梨枇
杷汁、白木耳炒藕片等。 （生命时报）

颈部肿瘤治疗
要“专病专治”

颈部＝脖子？大多人认为颈部就是脖子，其
实在医学专业，颈部专指脖子前部，锁骨以上、下
颌骨下缘以下的区域；而脖子后面为项部，即脑
后至第七颈椎之间区域。相较于肌肉为主的项
部，颈部结构十分复杂，呼吸、消化、内分泌、脉
管、神经、运动系统等都在此分布。颈部已发现
肿瘤类型之多，居全身肿瘤之首，临床常见的肿
瘤即有甲状腺肿瘤、口腔癌、喉癌、下咽癌、唾液
腺肿瘤、神经源性肿瘤等，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全
身其他部位的转移瘤。故此，颈部肿瘤的诊疗需
要全面的考量。

为什么要专病专治？在综合性医院，颈部疾
病的治疗被耳鼻咽喉科、颌面外科和普外科三个
科室涵盖，患者就诊时往往无法选择适当的科
室。在肿瘤专科医院，设置有头颈外科，专门负
责颈部肿瘤病症的诊疗。此外，头颈专科医生对
颈部肿瘤的治疗能够全局把控，减少了综合医院
不同科室具有的局限性。

什么是专病综治？专病综治是指用多种方
法来治疗恶性肿瘤，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以甲
状腺肿瘤为例。甲状腺癌是一种容易出现淋巴
转移或血液转移的肿瘤，对甲状腺癌可以制定综
合治疗方案，比如常规手术治疗、射频消融治疗
等，使得即便是出现全身转移的患者也可以得到
良好的治疗效果。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刘韦淞）

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6月29日下午5时许，海医第
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胡志华在
空闲时间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浏览
了一下“海南产科重症”微信群。
在这个成立于2016年底的微信救
治平台中，汇聚了海南省危重孕产
妇临床救治专家组的专家以及卫

生计生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他
们负责对全省二级以上助产机构
的重症孕产妇管理救治工作进行
指导，并协调转院等相关工作。

“一产妇41岁……患有肝硬化
失代长期并消化道出血在我院消化
内科住院治疗，今日产后第三天，出

现呕血解黑便……目前出血不止，
病情危重……”当天下午 5 点 25
分，位于五指山市的省二院妇产科
主任杜珍，在平台中发出这则消息，
立即引起了胡志华的高度关注。

“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患者我
们见得太多了，必须及时实施介入

手术止血！”由于省二院并没有相
关的技术条件，胡志华立即在平台
中指导当地医生迅速做好转院准
备。同时，她让自己科室的相关人
员安排好病床。而此时，海医第一
附院介入治疗科主任金桂云也安
排科室做好了收治产妇的准备。

止汗剂
真能“止汗”吗？

7月3日，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第一附院）介
入治疗科的一张病床上，刚经历过介
入手术的王华妹（化名）情况已经稳
定。“要不是这些医生，我早就没命
了。”王华妹话语里充满感激之情。

就在前几天，为了抢救王华妹的
生命，省、市卫生计生委以及多家医
院的专家，通过“海南产科重症”救治
平台紧密配合，展开了一场与死神较
量的赛跑。

含可待因类感冒止咳药被严格管控

18岁以下拟禁用“止咳药水”

7月2日，王华妹又开始出现了
消化道出血，当天晚上10时许，医
院介入治疗科为王华妹实施了长
达2个多小时的介入手术。

如今，王华妹的病情虽然已经
稳定了，但让她和家人担心的，还
有较高的医疗费用。

“我们已经帮产妇的家属申请了

民政救助。”陈发弟告诉记者，在6月
29日王华妹准备转院的当天，考虑到
她的经济情况，五指山市卫计委相关
负责人就已经协调了民政部门，为王
华妹申请大病救治补助，尽最大能力
缓解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目前已经
帮她申请到了3万元的补助金。”

一年多以来，在我省基层还有

不少危重孕产妇像王华妹一样，通
过“海南产科重症”救治平台获得了
及时救治。这是一个普通的微信工
作群，却在我省的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省卫生计生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每个星期，在微
信群中都会安排一组省级救治专家
值班，基层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遇到

棘手的问题，都可以及时上传至微
信平台，专家会尽量在最短的时间
内进行会诊分析、指导救治。

自2016年11月以来，“海南产
科重症”救治平台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截至今年5月，共完
成在线指导629次，转诊279次，成
功救治了约600名危重孕产妇。

根据平台里专家的指导，待王
华妹情况相对稳定后，当天晚上9
时许省二院开始将她送往海口。
但就在救护车行驶到阿陀岭时，王
华妹突然频繁恶心呕吐，血压急剧
下降，出现休克。

“情况危急，我们将患者安排
到了最近的毛阳镇卫生院，并派出

了省二院妇产科、麻醉科、外科、内
科的医生赶到卫生院参与抢救。”
五指山市妇幼保健所所长陈发弟
从今年4月就开始关注王华妹的病
情。由于是患有肝硬化的高龄产
妇，王华妹一直是医院和卫生计生
管理部门的重点监测对象。

经过多学科医生的努力，王华

妹的病情于凌晨零时许得到控
制。时间紧急，省二院的救护车载
着王华妹直奔海口。

这个夜晚，对很多人来说是个
不眠夜。省、市卫生计生委的相关
负责人，省二院转送产妇以及海医
第一附院准备收治产妇的医护人
员，都为王华妹的安危揪着一颗心。

在外地出差的胡志华随时等待
着产妇的消息；金桂云和她的同事
们在医院已经做好手术的准备……

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许，救护
车终于抵达海医第一附院。幸运
的是，王华妹的情况已经比较稳
定，无需立即开展手术，住进了重
症监护室。

险情 转送途中产妇出现休克

温情 多部门协调缓解患者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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