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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海南
省母乳库在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成立，这
也标志着海南省首家
母乳库的诞生。母乳
库成立的初衷是为了
让更多新生儿能吃到
母乳，也为了让更多
人认识到母乳喂养的
重要性。那么，海南
省主要为哪些人群提
供帮助？完成母乳捐
赠需要哪些程序？如
何保障库中母乳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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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话说

小贴士

1、解热镇痛药：酒与阿司匹林和
水杨酸类同服，增加阿司匹林对胃肠
黏膜血流量、充氧量和完整性的影
响，可诱发溃疡急性出血。

2、镇静催眠药和抗过敏药：抗过
敏药物，如与酒同服，轻则使人昏昏
欲睡，重则使人血压降低，呼吸抑制
而死亡。（感冒药中多含有抗过敏药）

3、抗菌药物：如头孢类抗菌药可
抑制乙醇的代谢，引起“双硫仑样反
应”，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
慌、胸闷、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一系
列症状，尤其是老年人及心血管疾病
患者，还可能诱发Wellens 综合征
（一组高危急性冠脉综合征）抢救不
及时，会死亡。

4、抗心绞痛药：如硝酸异山梨酯、
硝酸甘油及硝苯地平等血管扩张剂，
服用时饮酒，可引起血管过度扩张，导
致剧烈头痛、血压骤降甚至休克。

5、降压药：如酒后服用降血压药
将使小血管更为扩张，血容量进一步
减少，血压骤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
或昏厥，如果长期大量饮酒却会增加
舒张压和收缩压，容易诱发跌倒及心

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
6、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阿

片类药物、苯二类、巴比妥类、抗抑郁
药）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从而加
强乙醇的临床效果，反之亦然。

7、抗心律失常药：抗心律失常药
物的不良反应之一就是心律失常，所
以对于这类药物与乙醇的一起使用，
一定要引起重视，两者相互作用，可
导致乙醇中毒或心律失常的发生。

8、抗结核药：乙醇在体内的氧化
过程可产生大量自由基，自由基增多
可损伤肝细胞。增加乙醇的肝脏毒
性，引起黄疸及肝功能减退。

9、治疗心衰的药物：如地高辛、
西地兰等，会增加机体对该类药物的
敏感性，导致洋地黄中毒，出现严重
不良反应。

10、平喘药：乙醇可使平喘药茶
碱的吸收率增加，及茶碱缓释片中的
缓释剂溶解，从而失去缓释作用，使
得缓释体中的药物迅速释放而增强
药效。

11、胃酸抑制药：有文献报道西
咪替丁、尼莫替丁、法莫替丁、奥美拉

唑和乙醇之间有潜在相互作用，但有
部分临床试验证明典型治疗剂量的
H2 受体拮抗药和质子泵抑制药对
于乙醇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此类药物
在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和消化溃疡方
面使用颇多。

12、促消化药：酒的蛋白变性作
用能使消化酶失活，可使一些药物失
效，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多酶片等。

13、利尿药：如依他尼酸、呋塞米、
氢氯噻嗪等。它们能通过降低血容量，
排钠排钾来降低血压。服用利尿药的
同时如饮酒，酒类的扩张血管作用，会
使人出现头晕、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

14、抗血吸虫药：可引起胸闷、气
短、喉头水肿、口唇发绀、心率增快、
血压下降、四肢乏力、面部潮红、多
汗、头痛、恶心、呕吐、眼花、嗜睡甚至
休克（“双硫仑样反应”）。

15、止血药和抗凝血药：酒可扩
张末梢血管、抑制凝血因子，与止血
药维生素K、安络血等相互对抗。乙
醇可影响香豆素等抗凝血药对肝脏
酶类的竞争，从而使其抗凝血作用增
强，导致药品半衰期缩短，影响药效。

16、维生素类药：饮酒会使维生
素A、D、叶酸、烟酸、B族等维生素类
药吸收显著减少，影响疗效。

17、雌激素类药：妇女服用雌激
素类药后饮酒，其肝脏分解激素的
速度延缓，从而使血液中的雌激素
水平在数小时内大幅度增加。经常
饮酒，会使其他雌激素长期处于过
高水平，使乳腺癌发病危险性增加。

18、抗震颤麻痹药：金刚烷胺与
乙醇合用可加强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
反应，如头昏、头重脚轻、晕厥、精神混
乱及循环障碍。乙醇与溴隐停合用可
增加溴隐停的吸收，影响其在肝脏代
谢，出现溴隐停中毒症状，恶心、低血
压、腹痛不适、昏厥甚至休克。

19、降糖药：酒后服降糖药格列
本脲、二甲双胍或注射胰岛素，会引
起血糖下降过快，出现头晕、心慌、出
冷汗、手发抖等低血糖反应或者“双
硫仑样反应”，若抢救不及时，有生命
危险。此外，酒后服用苯乙双胍等双
胍类降血糖药还可能引起乳酸中毒。

供稿：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赵梅

儿童咳嗽吃梨？
小心越吃越咳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张毓容

天气转凉，海南略有凉意，有些体质娇嫩
的宝宝在天气微转中却开始出现频频咳嗽声，
很多家长都会选择一些止咳的中医小偏方给
孩子服用，比如煮梨水、川贝炖雪梨、冰糖炖梨
等。

但吃梨真的能治咳嗽吗？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中医儿科医生王铭表示，中医治疗任何
疾病都是需要辨症的，并非用一个小偏方就能解
决所有咳嗽的问题。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中医儿科医生王
铭表示，梨确实可以治咳嗽，梨味甘微酸，性寒滑
润多汁。入肺胃，清烦热，治热咳燥咳。但不可
多食，令人寒中，即伤中焦阳气。梨治疗的咳嗽
证型为单纯肺热燥咳证。

“所以家长们，咳嗽虽是常发多发病，但应该
了解孩子的病因病机，每一次发作咳嗽病因可能
都不一样。”王铭说，她在临床中见到了太多的宝
宝越吃梨咳嗽越严重的例子，甚是痛心，“梨性寒
凉，伤肺胃之阳，而小儿生理特点恰恰是肝常有
余，肺胃常不足。”

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能给孩子吃梨呢？
“梨擅长治疗的是秋燥导致的咳嗽口渴等

症，若孩子不慎感秋燥，干咳无痰，口唇鼻咽干
燥，口渴引饮，大便干结，眼睑舌质色红等一派燥
邪侵袭之象，可以给予梨子以清热润燥辅助治
疗。”王铭提醒。

（1）不要随意给儿童用
药，尤其是解热镇痛药和抗
生素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
用，即便使用也必须在医生
严格指导下使用。

（2）药物剂量一定要准
确，许多药如抗生素、退烧药
等都是根据小儿体重计算出
来的，家长不要认为孩子的
病还没好就随意加大使用剂
量，或是不经医生检查就随
意停药。

（3）用药时间和方法要
听从医生安排，不同的病用

药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尤
其是一些慢性病在用药剂
量、疗程、方法等方面都有
一定的讲究，在疾病的不同
时期药物剂量也有一定的
改变。

另外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对药物的反应也不尽相
同，如新生儿、婴幼儿、学龄
前儿童、学龄儿童及青春期
儿童对药物的反应都会有一
些差异。如新生儿、婴幼儿
期由于生长发育迅速，特别
要密切注意药物通过不同机

制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
育；儿童期包括年龄从3～12
岁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
此时的儿童随着体内内分泌
的改变，发育速度加快，第二
性征开始出现，进入青春发
育早期，因此对影响神经、骨
骼发育和内分泌的药物特别
敏感。

总之，儿童用药有其特
殊性，临床医生在选择药物
时，除了熟悉药物的特点外，
还要弄清楚儿童的生理特
点，合理选择药物。

专题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用药安全月宣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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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生病该如何用药？

我们知道，儿童由
于器官和组织发育还
不成熟，抵抗力低，所
以很容易生病，但另一
方面儿童又对药物反
应非常敏感。用药稍
有不当就会产生严重
不良反应。

在给儿童用药时一定要根据小儿生理上的特点来制定用药方案：

婴儿从出生就要根据国家
计划免疫的要求，定期接种多种
预防疾病的疫苗，主要是因为婴
儿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身体
抵抗力弱，容易受到外界不好因
素的影响而患病，因此按时接种
疫苗对宝宝的健康成长是非常
必要的。如果您的孩子身体状
况良好，既往无过敏史，可以放
心接种疫苗。在接种疫苗后您
可以密切观察1～2天，一旦发
现异常情况如发热、烦躁、瞌睡、
呼吸急促等，应及时到邻近的医
院就诊。

接种疫苗的时间、接种者的
身体条件、有何禁忌证等，都对疫
苗的功效以及接种后可能产生的
不适反应有影响，因此，接种疫苗
前一定要仔细了解婴幼儿的身体
情况是否适合接种，特别是年轻
父母，要了解宝宝对即将接种的
疫苗是否有禁忌证，否则很可能
不仅没有达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反而会引发其他问题。

通常有以下情况的儿童应
禁忌或暂缓接种疫苗：（1）患有
皮炎、化脓性皮肤病、严重湿疹；
（2）体温超过37.5℃，有腋下或

淋巴结肿大；（3）患有严重心、
肝、肾疾病和活动型结核病；
（4）神经系统包括脑发育不正
常，有脑炎后遗症、癫痫病；（5）
严重营养不良、严重佝偻病、先
天性免疫缺陷；（6）有哮喘、荨
麻疹等过敏体质等。此外，如果
小儿每天大便次数超过4次，须
待恢复两周后，才可服用脊髓灰
质炎疫苗；近期注射过多价免疫
球蛋白的小儿，6周内不应该接
种麻疹疫苗；感冒、轻度低热等
一般性疾病视情况可暂缓接种；
空腹饥饿时也不宜预防接种。

婴幼儿接种疫苗应注意哪些问题？

海南第一家母乳库诞生，让“有温度”的爱在这里流淌

滴滴母乳“喂”爱传递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冀冀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谭莹 王发辉） 11
月20日是第18个世界慢阻肺日,今年的主题是

“防控慢阻肺,你我携手行。”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

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是可进一步发
展为呼吸衰竭和肺心病的常见慢性疾病，医疗界
称它是“沉默的杀手”。

据了解，我国20岁以上成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8%，
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可达13.7%，60岁以上人群
患病率已超过27％，年龄越大，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病率越高。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石慧
芳介绍，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的
概念普及不够，很多老百姓只知道哮喘、支气管
炎、肺气肿，但对慢阻肺却不了解。

石慧芳称，慢阻肺的主要症状是：慢性咳嗽、
咳痰、气短或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还会有体重
下降、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慢阻肺常见合并症
包括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焦虑和抑郁、肺癌、
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等，应该及早发现慢阻肺合
并症并给予适当治疗。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
师张秀峰介绍，40岁及以上人群，每年应该进行
一次肺功能检查。吸烟是导致慢阻肺发生的重
要危险因素，戒烟是慢阻肺的重要预防和治疗措
施，可咨询当地医院戒烟门诊或拨打12320卫生
热线。

预防慢阻肺，张秀峰建议：戒烟，避免被动吸
烟；避免生物燃料的使用；减少污染环境的影
响；加强锻炼。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锻炼方式，如散步、游泳、打太极拳、慢跑、爬山，
通过做呼吸瑜伽、呼吸操、深慢腹式阻力呼吸功
能锻炼、唱歌、吹口哨、吹笛子等进行肺功能锻
炼。

抵抗慢阻肺
请熄灭您的烟头

启用
无偿捐献免费使用

从今年7月筹备建立母乳库，到
11月15日母乳库正式揭牌，4个月期
间，母乳库接受了近十位爱心妈妈的
捐献。母乳库的捐赠奶量近2万毫
升，目前已有6位患儿受益，受益奶量
约1.5万毫升。

“我的奶水多，孩子吃不完，就想
着帮助其他的妈妈和宝宝。”作为海南
省首位母乳捐赠者，来自海南五指山
市的卢妹三获得了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颁发的“爱心妈妈”证书。

11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5楼的母乳库。
房间里分为母乳宣教区、母乳存储间、
母乳消毒分装处置等不同区域。

母乳专员吴嫩告诉记者，国内已
经有多家母乳库建立，海南的母乳库也
是参照国家母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
规范运行，捐赠的母乳存储使用需要启
动登记追溯系统，确保每个环节安全。

保质
-20℃以下可保存3个月

“冰箱 4℃冷藏保存 24 小时，
并于 24 小时内检测消毒。”吴嫩
说，由于海南天气炎热，对捐献者
提供的母乳保存时间也有着严格
的要求。

此后，这些母乳将进入检测环
节。巴氏消毒前对母乳进行菌落数
的培养，符合要求才可以进行巴氏消

毒，达到巴氏消毒标准的母乳不能有
任何种类的细菌生长，同时要在规定
时间内控制好冷却温度，最后母乳再
被存放在温度-20℃以下的专用冰
箱中。这样的母乳整个过程严格要
求防止污染，最长可保存3个月。

“母乳在使用前，才可进行解
冻，解冻过程也是严格按照要求进
行，做好母乳复温温度把控，缓慢加
热到接近人体的 37℃ ，再喂给宝
宝吃。解冻后必须在 24小时内用
完。”吴嫩告诉记者，使用这些母
乳，也需要签订协议。

意义
母乳是早产儿和病婴的良药

“母乳对早产儿、病患婴儿来讲，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治疗的

药物。”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

科主任羊玲表示，早产儿的胃肠道发

育还不成熟，能吃到母乳至关重要。

相较于配方奶粉，母乳含有免疫活性

细胞和物质,不仅能够激发婴幼儿的

免疫系统功能，降低过敏和感染风

险，还能为婴幼儿提供营养治疗。

“早产婴儿离开母体子宫后，必须

及时送入保温箱里，待到发育成熟，再

重新回到妈妈身边。”羊玲告诉记者，

这些早产宝宝们的妈妈，大多数由于

压力大，与婴儿过早分离，担心病婴的

病情变化等原因泌乳量减少，无法满

足宝宝的正常需要。对于这些宝宝来

说，捐献的母乳是弥足珍贵的治病“良

药”。

来源
登记追溯确保来源安全

所有母乳捐献者需要经过科学
的健康评估及严格筛查。符合条件
者要进行一系列血清学检测。随后，
由母乳专员对捐献者进行不同形式
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生活习惯、文
化水平、孩子健康情况等多项内容。

“比如说，如果有抽烟、喝酒、喝茶等
特殊嗜好，就不符合捐乳条件。”吴嫩
介绍道。

监测结果和问卷调查逐一通过
后，方可进入“捐乳妈妈”的行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与捐献者签订捐
献协议后，才能合法合规地接受捐献
者的母乳。

羊玲表示，母乳库属于纯公益
项目，执行“无偿捐献，免费使用”的
原则。有意捐赠母乳的妈妈们可拨
打0898-36699231进行咨询。

不过，由于母乳库设立时间较
短，捐献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的早产儿和患病幼
儿对母乳的需求。在能够保证入
院病患宝宝需求的情况下，会逐步
向社会开放。

“呼吁更多的爱心妈妈加入到母
乳捐赠的行列中来，让每一名早产儿
都能感受到这份‘有温度’的爱。”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顾硕希
望政府职能部门、学术机构、社会团
体、企业、媒体机构关注和支持母乳
库的项目建设，共同促进母乳库的健
康发展。

我们经常说“吃药不
喝酒，喝酒不吃药”，究竟
药与酒同时服用会引起什
么样的后果呢？

酒（乙醇）和某些药物
同服，可使药物发生药效
或药动学方面的变化，可
导致药物作用减弱，或者
药物作用增强、药物中毒、
甚至死亡，所以酒前酒后，
要慎重用药。

喝了酒，哪些药物碰不
得？本期为您介绍那些酒
后不宜服用的药物。

此栏目为医生科普文
章选登，医生科普投稿邮
箱：110796597@qq.com

喝了酒，哪些药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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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母乳库护士长在调试和存储母乳。高彭民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