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先生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年
多， 反复出现关节疼痛， 有时晚上
痛得睡不好， 但是他拒绝服用止痛
药， 问其原因是害怕上瘾， 能忍就
忍过去。 止痛药吃了一定会成瘾
吗？ 先来看看止痛药的分类吧。

止痛药分为非麻醉性止痛药和
麻醉性止痛药， 非麻醉性止痛药一般
在药店可以直接买到， 就是常见的退
烧药、 感冒药的主要成分， 代表药物
为解热镇痛类药， 如扑热息痛、 布
洛芬、 双氯芬酸钠等。 这类药物既
有退烧的作用又有镇痛的作用， 常
用于缓解轻中度疼痛， 如头痛、 关
节痛、 偏头痛、 牙痛、 肌肉痛、 痛
经。 这类药物是没有成瘾性的， 最
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道不适。

非麻醉止痛药还有复合制剂，
如去痛片， 除含有上述的解热镇痛
药成分之外， 还加入了兴奋剂咖啡

因和安眠药苯巴比妥， 后两者为国
家特殊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 长
时间使用可能发生药物依赖性 （成
瘾）， 但是成瘾性很小， 也容易戒
断， 不建议长期服用。

麻醉性止痛药不能直接从药店
购买， 需要医生特殊的处方才能得
到， 需要医生特殊的处方才能得到。
如强阿片类的吗啡、 杜冷丁和弱阿
片类的曲马多等。 这类药物镇痛作
用较强， 长期使用或滥用容易成瘾，
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特殊药品。 对于
癌痛或长期中、 重度疼痛的病友，
在医生指导下规范化的作用麻醉性
镇痛药， 可以减少成瘾性的发生。

由此可见， 常见的解热镇痛药是
没有成瘾性的， 轻中度的疼痛使用该类
止痛药来缓解， 也无需 “谈药色变”。

长沙市中医医院
药剂科 李地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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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风湿病是发生于 0-16
岁， 侵犯血管、 关节、 皮肤、 骨
骼、 肌肉及有关软组织或结缔组
织的疾病， 为自身免疫性疾病，
多数临床表现不典型、 进展快、
病程长， 有一定的致残和致死率。

儿童风湿病治疗目标包括缓
解症状， 改善病情， 恢复功能，
提高生存质量， 尽可能长期稳定
病情， 达到临床治愈。 但病情存
在个体差异， 需要医生针对每个
患儿个体差异制定合适治疗计划。
治疗方法包括药物、 理疗、 休息
及锻练、 矫形及手术， 其中药物
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尽可能使
用安全、 有效、 性价比较高的治
疗药物让病情尽快稳定， 然后逐
步减量， 最后维持最低有效剂量。

儿童风湿病的药物治疗与成
人有明显不同。 研究显示儿童与
成人风湿病患者的病程有显著差
异， 药物治疗效果往往不稳定。
在常用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物中，

虽然研究显示儿童长期
应用很少会发生明显的
胃肠道副作用 ， 目前临
床仍选择副作用较小的
药物如布洛芬 、 萘普生
等几种。 在 《儿童药物手册》 中
记载可用的此类其它药物如： 乙
酸类的吲哚美辛、 双氯芬酸和阿
司匹林现已很少应用于儿童， 原
因是这些药物可能与儿童罹患瑞
氏综合征有关。

除非甾体类抗炎药外， 应尽
早开始使用改变病情抗风湿病药
物， 单种药物控制病情不佳时，
也可采用联合疗法。 常用的改变
病情抗风湿病药物包括非生物制
剂和生物制剂； 其中， 常见的非
生物制剂包括： 柳氮磺吡啶、 抗
疟药、 免疫调节剂等， 而常见的
生物制剂有： 英夫利西单抗、 托
珠单抗、 利妥昔单抗等。 免疫调
节剂儿科常用的有 3 种： 甲氨蝶
呤、 环磷酰胺、 喹啉类药物。

儿童风湿病常用的另一类药
物是糖皮质激素， 副作用包括肾
上腺抑制、 柯兴征、 高血糖、 高
血压、 青光眼、 骨坏死、 消化性
溃疡、 类固醇肌病、 中枢神经系
统功能障碍等， 但儿科医生更关
注其长期副作用。 首先， 有研究
认为即使低剂量长期治疗也可导
致儿童生长抑制； 其次， 激素对
儿童心理的影响巨大。 所以， 一
旦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得到控制，
即应将激素尽早减量。 每日晨起
顿服最佳， 隔日给药一次的方法
毒性更小， 但疗效是否可靠尚有
疑问， 只有在病情极稳定时可以
采用。

广西钟山县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顾年 曹兰芳

������尿频、 尿不尽、 膀胱残余尿
量多， 是困扰很多老年男性的问
题。 50 多岁的张先生就是这样一
个患者， 每次上小厕都不得劲，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多处求医，
效果都不明显。 后来到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推拿科
寻求中医传统治疗， 经过针灸治
疗 1 个多月后， 症状缓解很多，
每次排尿量明显增加， 但经过检
查发现还有少量残余尿量， 为了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医生想到了
悬吊疗法。 通过 2 周的针灸与悬
吊运动康复协同治疗， 张先生能
自如如厕， 排尿酣畅淋漓。

悬吊疗法在中国早已有之 ，
在临床应用上除了可巧治尿潴留，
还适用于四肢骨骼肌肉运动系统
的疾病和颈腰椎疾病的康复治疗，
对骨科手术和骨骼、 肌肉系统慢
性疾病有很好的康复治疗效果 。
该法在治疗时， 根据人体的运动
功能机能结构和神经肌肉控制模
式 ， 评估患者现在的身体结构 、
肌肉力量、 运动对位力线、 运动
模式以及疼痛的问题， 针对问题
施以不同的运动方式和手法， 平
衡阴阳， 强身健体， 让患者回归
正常的运动控制， 帮助其消除疾
痛。

整套训练包括肌肉放松、 增
加关节活动范围、 牵引、 训练稳
定肌肉系统、 感觉运动协调训练、
活动肌动力训练、 健体运动、 小
组训练、 伴有长期随访的个体化
家庭训练等。

禁忌症： 脑中风急性期患者、
生命体征不稳定及神志不清者 、
伴有严重糖尿病者 、 严重感染 、
严重心脏病、 恶性高血压， 肝肾
功能不全、 造血系统疾病者慎用。
有精神疾病、 艾滋病以及伴有肝
炎、 结核等传染病史者禁用。 骨
折急性期、 有开放性伤口、 心肺
疾病急性期的患者禁用。

唐锦忠 李里

������便秘病机为肠传导功能失
常， 病位在大肠， 与脾、 胃、
肝、 肾、 肺等脏腑功能失调有
关。 便秘分为实秘和虚秘， 如
果单纯采用含蒽醌类泻药， 只
会更伤津液与正气， 不仅大便
难通， 更加重便秘， 还会导致
严重后果。 长期不合理使用含
蒽醌类， 如大黄、 芦荟、 番泻
叶等泻药会导致结肠黑病变的
发生 ， 年龄越大 ， 发病率越
高。 因此， 要对症补其不足，
则肠道得润， 便秘可解。

实秘 实秘为邪滞胃肠 ，
壅塞不通所致 ， 故以祛邪为
主， 给予顺气、 通导之法， 可
选用四磨汤口服液等中成药，
使邪去便通。

虚秘 虚秘为肠失濡养 ，
推动无力而致 ， 故以扶正为
先， 给予益气温阳、 滋阴养血
之法， 可选用苁蓉通便口服液
等中成药， 使正盛通便。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患者若
有粪便嵌塞， 应首先清除嵌塞
的粪便， 通便药物可选用溶积
性泻药， 如麦麸、 欧车前等和
渗透性泻药如乳果糖、 聚二乙
醇等， 酌情使用促动力药物如
伊托必利、 莫沙必利等药物。
另外 ， 养成每日定时排便习
惯， 多进食蔬菜和水果， 对于
防治便秘有益处。

胡佑志

������刘大伯前几日出现膝关节疼痛，
自行口服消炎痛， 因疼痛厉害， 用
药时加大了剂量， 并每天多服了一
次。 几日后， 刘大伯出现了胃部疼
痛， 被老伴知晓后， 强行拉他上医
院检查。 医生说刘大伯胃疼的主要
原因是： 大剂量服用消炎痛导致的
药物性溃疡。

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 关节疾
病和痛风的患病率病率高， 服用阿
司匹林、 布洛芬、 消炎痛等非甾体
抗炎药的机会较多。 由于非甾体抗
炎药对胃黏膜具有强的刺激和损害

作用， 加之老年人胃肠黏膜防御机
制减退， 对非甾体抗炎药敏感性增
强， 无论是长期小剂量用药， 还是
短期较大剂量用药， 都有可能引起
胃黏膜受损， 致使药物性溃疡和上
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增大。 因此， 老
年人要特别当心药物性溃疡， 主要
有以下 3 点注意事项。

第一， 合理使用阿司匹林、 布
洛芬、 消炎痛等常用非甾体抗炎药，
严格把握适应症、 禁忌症和用药方
法， 严格控制用药剂量， 尽量避免
使用大剂量， 以减轻对胃黏膜的刺

激与损害。
第二， 需要大剂量非甾体抗炎

药时， 应考虑加用抑酸剂及胃黏膜
保护剂， 例如奥美拉唑、 米索前列
醇， 都是能够较好防范药物性溃疡
的有效药物。

第三， 需要长期应用小剂量阿司
匹林时， 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无论
有无临床表现， 都要每半年去医院行
潜血试验。 如果潜血试验呈现阳性改
变， 立即停药并做进一步检查。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医师 魏开敏

儿童风湿病
用药不同于成人 悬吊疗法：

随意用抗炎药 易致药物性溃疡

便秘有实虚
泻药需慎用

服止痛药会成瘾吗？■用药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