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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用药品的过程中，对于哪些药
物服用后应多喝水，哪些应该少喝甚至
不喝，半数以上的人不能准确答出。

一般的口服剂型，例如大部分片
剂通常用 150～200 毫升水送服即
可。用水太多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
空，反而不利于药物的吸收。但是对
于一些特殊药物，为减弱其毒性，避免
对器官特别是对肾脏的损伤，或要求
服用药物后每日必须饮水2000毫升
以上。比如：在服用抗痛风药后，应大
量饮水(一日应2000～2500毫升)，以
降低黄嘌呤结石及肾内尿酸沉积的风
险；服用排尿结石的药后，也须大量饮
水，保持一日尿量2500～3000毫升，
以冲洗尿道，稀释尿液，降低尿液中盐
类的浓度和尿盐沉淀的机会。

同时，在服用某些药后，则需要
少饮水甚至短时不饮水。比如：氢氧
化铝凝胶、硫糖铝、胶体果胶铋这些
保护胃黏膜药，在服用前后半小时
内，不宜喝水，否则影响药效；复方甘
草合剂、止咳糖浆、川贝止咳露这些
镇咳药，服药后也不宜马上喝水。

口腔的营养和温度都是各种细
菌生长的最好条件，这些细菌会导
致蛀牙龋齿、口腔溃疡、牙周炎、牙
龈炎等疾病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
及时对口腔健康检查和洁牙，预防
细菌的生长。

1、儿童：儿童是蛀牙龋齿发生最
高的年龄。很多儿童喜欢吃甜食，而
且没有养成刷牙的习惯，一系列的口
腔疾病就会产生。儿童需要及时进
行口腔健康检查，避免蛀牙龋齿的发
生，影响孩子的健康和学习，还可以
通过做窝沟封闭，预防蛀牙。

2、孕妇：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雌
激素的改变，身体抵抗能力降低，容
易患上妊娠期龈炎，并且小疼痛会被
放大很多倍，而在怀孕期间，为了宝
宝和孕妇的安全，是无法使用药物等

手段进行治疗，除了忍，别无他法。
因此，孕前检查口腔至关重要。

3、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牙体硬组织、牙髓发生许多增龄性变
化，牙槽骨一定程度上会被吸收，导
致牙龈暴露等造成牙齿松动，如果本
身有口腔疾病、缺牙等情况，若没有
及时进行治疗和修复，长期下去，牙
齿问题会愈发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
全口无牙，无法咀嚼，吃饭都成了困
难，身体吸收不到营养，给原本就日
渐衰退的身体，再次造成了伤害。

综上所述，定期对口腔进行全
面的检查是保持牙齿健康关键因
素，可以通过定期检查，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小问题
不至于拖成大问题，同时还避免造
成精神上和费用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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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嘴一样的裂孔，悄
悄地吞噬着视力

一个平常的出诊日，一位中年
男子面带忧虑进入诊室就诊。“医
生，我的右眼有许多小蚊子在飞，怎
么也赶不走。”

经过问诊，陈先生三年前曾
因左眼视网膜脱离，施行了视网
膜复位术。近几天，右眼突然出现
了漂浮物。经过散瞳眼底检查，陈
先生右眼的周边视网膜上俨然看
到了一个大裂孔，裂孔的外形像张
开的鱼嘴，它长时间悄悄地吞噬着
他的视力，让人不寒而栗。所幸的
是，陈先生及时来院就诊，再延误
些天就得进行相对复杂的手术
了。陈先生接受了门诊视网膜激
光光凝治疗，视网膜裂孔得以封
闭，视网膜脱离的危险暂时解除，

保存了原有视力，飞蚊症也逐渐
缓解。

一旦视网膜脱离，术
后视力恢复有限

很多患者并不像陈先生那么幸
运，来到医院就诊时，往往已经因视
网膜裂孔发展成了视网膜脱离，错
过了早期的激光治疗时机，只能入
院施行手术治疗以保存剩余的视功
能。但手术后的视觉质量与早期接
受激光治疗的差别很大，视网膜脱
离严重的患者，术后视力恢复非常
有限，且手术费用也比较高。

“飞蚊症”和高危人
群，应尽早诊断治疗

视网膜裂孔的发生主要与近
视、年龄增长有关，也有部分因外伤
引起，没有较好的办法进行预防。
早期发现裂孔，并在脱离前及时进
行视网膜激光治疗，对保护患者视

力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样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呢？

首先，如果发现近期出现“飞蚊
症”，应尽早到眼科就诊，进行眼底
检查。在视网膜发生脱离前，往往
已存在视网膜变性、视网膜干孔等
隐患。但是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
状，或者只有轻微的“飞蚊症”和闪
光感。如果不进行详细的眼底检
查，这些病变就不容易被发现。当
病情进一步发展，视网膜裂孔形成，

“飞蚊症”逐渐加重，患者就会发现
近期有明显的眼前漂浮物，进而出
现固定的黑影遮挡，这时多半视网
膜已脱离，如不及时到医院就诊，就
有失明的可能。

其次，有“视网膜脱离高危”的
人群，应定期行视网膜检查，已有
高度近视的患者应尽量避免剧烈
运动。视网膜脱离的高危人群包
括：曾经发生过一只眼裂孔性视
网膜脱离的人群、曾行视网膜激光
治疗变性带、裂孔的患者和近视的
患者。

我省一医院引进
高端磁共振设备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何奋）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

八医院了解到，该院日前引进的美国 GE Dis-

covery MR 750 3.0T磁共振设备，目前已安装

完成投入使用。

磁共振临床上广泛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心血

管系统、骨关节及肌肉系统,颈部、胸部、腹部、盆腔

等部位病变的诊断。尤其针对癌症、中风、心肌梗

塞，磁共振分析后的计算机影像分辨率非常高，可

以透过先进的3D影像技术清楚掌握体内细胞与血

管的现况，在病变征兆相当微小的极早期，在身体

健康尚未发出红灯警报前，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

疗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不同于CT、X光

等放射成像，整个检查过程中，不会产生放射线。

据了解，此前该院已有一台GE 1.5T磁共振，

此次引进的GE 3.0T磁共振扫描速度更快、图像清

晰度更高、捕捉微小病变能力更强、检查时间更短、

病灶检出率更高，能帮助专业医生快速锁定病人的

患病之处，为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争取到

更多的时间。

另外，此前该院因更换校正源而暂停使用的

PET-CT也已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图像质量

极佳，广大需要做此项检查的军民可正常挂号预约

检查。

网上求医
坚强母亲为孩子求医追到海南

11月25日上午，在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小儿心胸外科病房的一张病床
上，锐锐的母亲——27岁的小艺（化名）
正在休息。这位看上去十分柔弱的女
子，在这几年间为了给自己身患重病的
孩子寻求一条生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016年，湖南衡阳的小艺和丈夫准
备迎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锐锐。可在孩
子出生前15天的最后一次产检中，他们
被告知孩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孩子刚出生，医生就告诉我们他的
情况非常严重，治疗起来花费大，效果也
不好，治理意义不大。”无奈之下，小艺带
着孩子回了衡阳老家。

“孩子到七八个月大了还是不能坐起
来，连直着抱都不行，只能平躺着。全身发
乌，一哭就直喘气，感觉随时都会撑不过去
了。”说起孩子，小艺眼中泛起了泪花。

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小艺和家人
决定，一定要想尽办法为孩子治病。

此后，小艺带着锐锐到了长沙、北京就
医，但都说孩子病情很复杂，治疗效果不好。

锐锐家人依然没有放弃。通过网络
查询，小艺找到了当时还在湖南省儿童
医院工作的陈仁伟。

单心室+内脏反位
这是个“百万分之一”的孩子

经过详细的检查后，陈仁伟发现锐

锐存在严重的心脏畸形——单心室。
“单心室是一种少见的复杂性先

天性心脏病，即在功能上仅有一个单
心室腔。”陈仁伟解释，正常人有 4 个
心腔即2个心室和2个心房，而锐锐只
有一个心室腔通过一个共同房室瓣的
开口同时接受左右两个心房的血液，
医学上称为单心室，约占先天性心脏
病的1.5%-3%左右。如不及时手术治
疗，大多数患儿会在 1 岁内因严重电

解质紊乱、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而导致
死亡。

陈仁伟介绍，内脏反位的人极少见，
大约4万人中才有一位。“内脏反位合并
严重心脏问题的预测几率为百万分之
一。”陈仁伟说。

此外，锐锐还合并有房间隔缺损、肺
动脉瓣下及肺动脉瓣狭窄、共同房室瓣
返流、双上腔静脉等一系列畸形，这使得
锐锐的治疗更加严峻。

经过仔细研究，陈仁伟认为锐锐有
远期做改良外接管道Fontan手术的可
能，但在这之前，锐锐需行双向Glenn术
（腔肺吻合术手术），以增加肺血量，促进
肺血管发育，来改善紫绀及缺氧的症状，
为下一步Fontan手术提供条件。

2017年7月11日，陈仁伟主任为锐
锐进行了一期双侧双向Glenn手术。

“手术效果非常好。”锐锐术后身体
状况的改善让小艺一家人惊喜不已，“孩

子不但可以坐起来，还可以慢慢走了。
除了一哭起来或者冷起来嘴巴会发乌，
基本都已正常了。”

多学科协作
海南完成小儿先心病手术

的一次突破

此后，陈仁伟一直和小艺保持着联
系，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经定期院外
随访，2019年11月，锐锐的检查结果显
示已经具备施行二次手术条件。

“我知道陈主任已经到海南工作了，
但我们就是信任他，再远也要找他看。”
11月19日，小艺和婆婆带着锐锐搭上了
从衡阳开往海口的火车，历经20个小时
的车程，跨越上千里来到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

经过详细评估，11月22日，陈仁伟
带领海南省儿童医院小儿心脏团队为锐
锐成功实施了改良Fontan术。

当天，在医院麻醉科、心内科、超声
科、放射科等多学科的支持下，手术团队
做了充分的围术期预估和准备。

经过6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小艺被
告知孩子手术很成功，此刻的她眼泪夺
眶而出。

术后，锐锐目前各种生命体征平稳，
但仍在严密观察治疗期。

据悉,一年多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海南省儿童医院）小儿心胸外科
发展迅速，陆续实施了多项填补省内空
白的手术，构筑海南先心病患儿看病不
出岛的最后一道防线。

“单心室+内脏反位”罕见患儿辗转多地海南迎来生命曙光

3岁先心病“镜中人”得救了！

很少有人知道服药姿势也会
影响药效的发挥，依据药物的性质
和剂型的不同宜采取适当的姿势，
具体如下。

（1）站立或端坐服药
对于大多数剂型的药物，服

用时最好采用直立或端坐姿势，
尤其是大药片或胶囊剂，而且要
喝足量的水(100～200ml)。这样
的姿势服药，可使药物顺利通过
食管进入胃肠道。卧病在床的患
者，如果仰卧吞服片剂或胶囊，仅
喝少量的水，一则药物会贴附于
食管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炎症
和溃疡，二则药物可能延迟和减
少进入胃肠道，也将会影响疗
效。因此，患者最好自己或在他
人帮助下，采取坐位服药，并随后
稍做轻微活动再卧床休息。还有
一些药，如治疗骨质疏松的双膦

盐酸类(阿仑膦酸钠等)，可引起食
管炎、糜烂、溃疡。为将药尽快送
至胃部，必须直立姿势服用(在早
餐前至少半小时用200ml温开水
整片送服)之后仍须保持上身直立
半小时以上。

（2）半卧位服药
缓解心绞痛的硝酸甘油舌下

含片，若患者站立含服，可能因产
生体位性低血压，头部一时缺血而
昏倒，因此最好采取半卧位含药。
这种姿势能使回心血量减少，利于
心绞痛较快缓解，又可避免引起低
血压的危险。还有些药物，如哌唑
嗪、特拉唑嗪等用于降血压时，易
发生体位性低血压，首次给药或加
大剂量时，应坐位服药后立即躺
卧。服用诱导期短的安眠药(如咪
达唑仑、唑吡坦等)，应在临睡时坐
位服药后躺下，以免发生意外。

专题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用药安全月宣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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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服
药
也
需
讲
姿
势
吗
？

口服用药应该用白开水送
服，但在日常生活中，为图方便随
手用咖啡、果汁、牛奶等饮料送服
药物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实，用
咖啡、饮料、牛奶等送服药物，会
影响药物疗效甚至对健康造成影
响。据搜狐新闻报道，32岁的刘
女士因工作忙，为了省事就随手
用1杯咖啡送服布洛芬，结果导致
急性胃出血，幸亏被同事及时送
到医院。

布洛芬等解热镇痛类感冒药
对胃黏膜有刺激作用，一般胃病
患者使用时，应当按照医生的要
求服用，而咖啡中的咖啡因则更
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布洛芬对
胃黏膜的副作用，这样非常容易
诱发胃出血、胃穿孔。

也有人在服药时嫌苦用饮料或
牛奶代替白开水服药，这也是不正

确的。许多研究表明，西柚汁会抑
制肝脏中的代谢酶，使药物浓度升
高，从而可能产生毒性反应。因此，
绝不能用西柚汁送服药物。其他果
汁虽然较少有明确的研究表明会影
响药物代谢，但由于其多为酸性，
可能导致氯霉素等抗生素及磺胺
类抗菌药物提前分解；增强阿司匹
林、吲哚美辛等胃肠道不良反应较
大的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作用；氢
氧化铝等碱性药，会因酸碱中和而
使药物完全失效；复方磺胺甲基异
噁唑等磺胺类药物，则可因酸性环
境造成溶解度降低，引起尿路结石。

而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离
子，可能与某些药物结合而影响
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与药物
同服，除非一些明确说明可以用
牛奶送服的药物，如胃黏膜保护
药磷酸铝凝胶等。

二
、用
什
么
水
服
药
有
讲
究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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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
水
服
药
喝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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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有
讲
究
吗
？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王海凡

单心室+内脏反
位，这样的几率只有百
万分之一。而来自湖
南的3岁多男孩锐锐偏
就是这其中之一。因
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畸
形 同 时 又 是“ 镜 中
人”——全部内脏位置
都与正常人相反，锐锐
曾被长沙、北京等多家
医院告知无法救治。

近日，锐锐的母亲
带着他跨越千里来到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求医。11 月 22
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小儿心胸外科
团队为锐锐成功实施
了海南小儿首例改良
Fontan 术（全腔静脉
肺动脉吻合术）。这标
志着我省小儿心胸外
科治疗复杂先心病水
平再上一个台阶。

有定期检查口腔的必要么？

视网膜裂孔：潜伏的视力“杀手”

名词解释：

“镜中人”即内脏反
位患者，是全部内脏位
置都与正常人相反的
人。

Glenn 手术即腔肺
吻合术，是复杂性先天
性心脏病的姑息手术治
疗方式。

Fontan 手 术 又 称
“全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它是一种生理性矫
治手术，适应于无法根
治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
畸形。

锐锐术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