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为了

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使糖尿病患者早日摆脱病魔

的困扰，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和科学家们不断探索

研究、刻苦攻关。 2010年，由中国北京大学糖尿病康

复总院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加尔文医学研究所、澳大

利亚史密斯克兰药厂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成功研制出了糖尿病最新生物药品【诺胰维宁胶

囊】。 该药经过全球 20 多万病例临床验证观察，有

效率为 99.8%，治愈率为 98.2%，患者一般用药 7-10

天即有明显疗效，3-6 疗程即可逐渐减量停药并最

终达到治愈。【诺胰维宁胶囊】的诞生，标志着治疗

糖尿病全新时代的到来！

【诺胰维宁胶囊】 治疗糖尿病相比传统药物具

有以下几大优势：1、配方独特、疗效显著，科学配

方、安全用药。 本品不含任何刺激性化学成份。 2、

【诺胰维宁胶囊】采用细胞信号传导特异性，靶向定

位直接接触和修复目标细胞，能迅速清除胰腺内有

害物质，有效促进胰腺血液循环，使之能正常分泌

胰岛素。 3、疗程短、见效快、治疗彻底。 传统治疗糖

尿病是采用服用磺脲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等

西药或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 而使用这些药物只

是强迫胰腺来分泌胰岛素，并没有从根本上激活和

修复受损的胰岛 β 细胞， 这必然导致胰岛损伤加

重，最终血糖无法控制，出现各种并发症。【诺胰维

宁胶囊】 通过整体提高胰腺化糖功能和抵抗力，有

效清除糖尿病致病根源-糖毒素， 迅速修复受损胰

岛细胞， 恢复人体正常糖代谢功能从而达到对Ⅰ、

Ⅱ型糖尿病起到标本兼治、愈后不复发的效果。

郑重承诺：为了使广大糖尿病患者能用上放心

药、良心药，我院实行签合同治疗：无效全额退款，

10年内复发免费指导治疗直至完全康复！

温馨提示：为庆祝【诺胰维宁胶囊】进入中国一

周年，我院特举办大型赠药活动一个月，活动期间

买二赠一，买三赠二。

专家热线：

010-59792152

免费订购热线：

4008-168-675

单位：北京大学糖尿病康复总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39 号

官网：www.400816867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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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张跃芝

咨询电话： 0731-84326252

E-mail:1052384738@qq.com

网友刘女士咨询： 不久前,�1 岁

半的儿子感冒了， 晚上在家发烧到

39.5℃， 并出现口吐白沫、 面色青

紫、 不省人事， 紧接着手脚抽动起

来。 在按压孩子的“人中” 穴约两

分钟才缓解抽风症状， 送医院治疗

后病愈。 我听说小孩子首次高烧抽

风后， 往后每逢发烧又会抽风， 不

知是不是真的？ 是否有药物或其它

的措施， 可预防惊厥再发？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儿

科副主任医生王小衡回复： 高热惊

厥 （俗称高烧抽痉） 是小儿常见急

诊。 现场急救要点是： 将患儿放在

没有硬物件的地板或床上， 不要垫

枕头， 把头偏向一侧， 以便唾液或

呕吐物可以顺利流出口腔， 快速解

开衣服扣子， 然后用大拇指按压孩

子“人中” 穴位， 较强刺激持续

1-3 分钟， 抽风得到缓解， 患儿会

发出哭声。 抽风停止后患儿清醒后

喂退烧药一次， 再喂一杯冷开水，

此后急送附近医院进一步诊断和治

疗。

据统计， 首次高热惊厥发生后

30% -40%的患儿可能再次发作，

75%的患儿再次发作在首次发作后 1

年内， 90%在 2年内。

因此， 家有高热惊厥患儿， 在

家中需备好急救物品， 如体温计、

压舌板、 退热剂、 止痉药等。 如果

患儿出现发热， 应及时测量体温，

肛温在 38.5℃左右即应予以口服百

服咛、 美林等降温。

首次高热惊厥后要服 3 天镇静

药， 如安定或苯巴比妥类药物， 直

到热退后 3 天再停服。 苯巴比妥为

长效类镇静催眠药， 对既往有高热

惊厥史的患儿， 在发热早期即应使

用抗惊厥药， 体温升至高热时， 体

内抗惊厥药已达到抑制惊厥的有效

浓度， 从而能抑制惊厥， 有效预防

小儿高热惊厥再发， 在患儿体温

37.5℃-38℃时即应口服。

宝宝生病不肯吃药怎么办？

许多妈妈们因宝宝生病不肯吃药

而伤透脑筋， 为此想出了许多办

法： 捏鼻子强行把药灌进去， 或

把药放到牛奶里， 或骗宝宝说是

糖果……

针对这一问题， 药厂研发了

许多水果味的药物， 但是， 还有

许多药改变不了难吃的苦味， 许

多宝宝还是谈药色变， 喂药拒吃，

于是妈妈们就选择了宝宝们看似

容易接受的方法： 告诉宝宝那水

果味的颗粒或糖浆是“糖糖”， 宝

宝就能乐意吃药了。

初看起来挺有效， 但这样存

在很大隐患。 以后当宝宝看到这

种类似的“糖糖” 时， 很有可能

会把这些好吃的“糖糖” 全吃了，

引起药物中毒， 这就害了孩子了。

所以， 宝宝必须吃药时， 不

免要强迫一下。 但如果强行喂药

时， 一定注意不要让宝宝的头向

后仰， 因为那样容易使药呛入气

管。 要尽量温和地抓住宝宝， 如

果抓得太紧， 会增加宝宝的害怕

心理， 因而更加哭闹、 挣扎， 适

得其反。 覃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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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哺

乳期妈妈服用的药

物， 大多可以通过

血液循环进入乳

汁， 所以药物又会

进到宝宝的身体

里。 为了宝宝的安

全， 建议哺乳妈妈

在用药时做到以下

几点：

不乱服药物 有些药物对宝宝是

安全的， 有的药物却会产生不良甚或

非常严重的反应， 如病理性黄疸、 紫

绀、 耳聋、 肝肾功能损害或呕吐等，

因此， 哺乳妈妈一定要慎重使用药

物。 明智的做法是需要用药时， 应向

医生说明自己正在喂奶， 不可自己随

意乱服药。

不随意中断哺乳 除了少数药物

在哺乳期禁用外， 其他药物在乳汁中

的排泄量， 很少超过妈妈用药量的

1%-2%， 这个剂量不会损害宝宝的身

体， 对于服用安全的药， 不应该中断

哺乳。

调整哺乳时间 服用药物时， 为

了减少宝宝吸收药量， 妈妈可在哺乳

后马上服药， 并尽可能推迟下次哺乳

时间， 至少要隔 4 小时， 以便更多的

药物排出体外， 使乳汁中的药物浓度

达到最低。

不用避孕药 避孕药中含有睾丸

酮、 黄体酮以及雌激素类衍生物等，

这些物质进入妈妈体内， 会抑制泌乳

素生成， 使乳汁分泌量下降， 乳汁不

足影响母乳喂养。 而且， 避孕药物中

的有效成分会随着乳汁进入宝宝体

内， 使男婴乳房变大及女婴阴道上皮

增生。 因此， 哺乳的妈妈不宜采取药

物避孕的方法。

不滥用中药 有些中药对产后的

妈妈有滋阴养血、 活血化淤的作用，

可增强体质， 促进子宫收缩和预防产

褥感染。 但有些中药会进入乳汁中，

使乳汁变黄， 或有回奶作用， 如大

黄、 炒麦芽、 逍遥散、 薄荷等。

博恩

便秘是常见的

症状， 不少人出现

便秘便以为是患了

病， 很少和服药联

系在一起。 其实便

秘和药物关系十分

密切， 特别是老年

人， 常罹患一种以

上慢性疾病， 需服

多种药物， 更容易

发生药源性便秘，

如不能及时发现加

以治疗， 还可引起

其他的并发症。

常见的能引起便秘

的药物有以下几

类：

抗胆碱药 如阿托品、

山莨菪碱 （654―2）、 溴丙

胺太林等。 使胃肠平滑肌

松弛， 还有抗分泌作用，

故而引起便秘。

抗精神病药 如氯丙

嗪、 氟奋乃静等抗精神病

药， 多塞平、 阿米替林等

抗焦虑、 抑郁药， 舒乐安

定等安定助眠药。 因这些

药物均有镇静嗜睡作用，

可降低胃肠功能， 使便意

感觉迟钝或缺乏而引起便

秘。

钙通道阻滞剂 如硝苯

地平、 尼群地平、 氨氯地

平等。 对某些使用者可引

起便秘， 可能与胃肠张力

下降有关。

胃病抑酸药 如西咪替

丁、 雷尼替丁、 奥美拉唑

等。 对少数服用者也可引

起便秘。

止泻药 如次碳酸铋、

鞣酸蛋白、 洛哌丁

胺等。 应用这些药

物如矫枉过正即引

起便秘。

镇咳药 可待因

及配方中含阿片成

分的复方甘草片 ，

也可引起便秘。

此外， 消炎痛、

环氧洛芬钠等消炎

镇痛药； 镇痉宁等

抗癫痫药； 左旋多

巴等抗帕金森病药；

氯丙吡胺等抗过敏

药； 安体舒通等利

尿药； 降脂药中的

普伐他丁， 都有便

秘的副作用。

祝康文

最新科研成果-磁氧体无管电磁

波捕鱼机（高效低耗）

各型号捕捞范围从 5 米至 180

米，适用于各种水域捕捞。 高效声控

吸引捕猎王：捕猎范围 1 千米至 4 千

米，适用于深山野林捕猎各种野生动

物。价格特优！欢迎洽谈购机或代理。

资料图片和现场捕鱼、捕猎光碟

免费索取：13877116418

电话：0771-4522808��传真：4522804

广西南宁市广琦电子厂

网址：www.nngqdz.com

上山打猎、下河捕鱼

（广琦产品帮您忙）

当心伤及宝宝

1、 抗生素： 如红霉素、 氯霉素、

卡那霉素、 庆大霉素等。

2、 镇静催眠药： 如鲁米那、 阿米

托、 安定、 安宁、 氯丙嗪等。

3、 镇痛药： 如吗啡、 可待因、 美

沙酮等。

4、 抗甲状腺药： 如碘剂、 他巴

唑、 硫氧嘧啶等。

5、 抗肿瘤药： 如 5- 氟脲嘧啶等。

6、 其他药： 如磺胺药、 灭滴灵、

痢特灵、 异烟肼、 阿司匹林、 麦角、

水杨酸钠、 泻药、 利血平等。

哺乳妈妈服药

哺乳期不宜服用的药物

便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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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药物

叫“糖糖”

服镇静药

可防高热惊厥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