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轻瘫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之
一， 病史长的老年糖尿病人约有 1/3 合
并胃轻瘫， 临床表现为上腹部疼痛、 食
后饱胀， 食欲减退， 恶心、 呕吐， 以及
嗳气、 烧心、 反酸、 腹胀和早饱等一系
列症状， 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糖尿病胃轻瘫的治疗除了要严格控
制血糖、 调整饮食和学会摩腹疗法外，
还可应用促胃肠动力药来促进胃排空，
以缓解病情， 改善症状。 目前用于糖尿
病胃轻瘫的促胃肠动力药有吗丁啉、 西
沙比利、 胃复安和新络钠等多种药物。

由于新络钠 （枸橼酸莫沙比利分散
片） 不仅具有促胃肠动力的可靠作用，
而且具有协调胃肠运动， 防止食物滞
留， 促进胃内固体和液体排空速度加
快的良好作用， 加之其在增强胃肠动
力的同时并不影响胃酸分泌， 因而新
络钠成为了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首选
促胃肠动力药。

用法 对明确诊断的糖尿病胃轻瘫
病例予以新络钠， 每次 5 毫克， 每日 3
次于饭前半小时口服。 新络钠与吗丁
啉合用可显著增强疗效。 吗丁啉的用
法为每次 10 毫克， 每日 3 次于饭前 30
分钟口服。 新络钠或新络钠与吗丁啉
合用的时间最好长一些， 以 4 周为一个
疗程， 可连续应用 2-3 个疗程， 以争
取满意疗效。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医师 魏开敏

������50岁的李先生因经常久坐、
长时间驾车、 饮酒出现夜尿增
多、 尿流变细 7 个月， 他自我
诊断为“肾虚”， 自服补肾益脑
胶囊 1 个月未见效， 故到某医
院求诊。 医生诊断为癃闭 （前
列腺增生早期）， 给予癃闭通胶
囊口服 1个月夜尿减少； 2个月
尿流变粗并顺畅； 3个月恢复正
常。 继续巩固用药 3 个月， 随
访 6个月未见复发。

癃闭通胶囊由穿山甲 （沙
炒）、 肉桂组成， 具有活血软坚、
温阳利水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
血瘀、 膀胱气化不利引起的癃

闭 （症见夜尿日渐频数、 排尿
开始困难、 且尿细无力、 淋沥
不尽， 舌淡苔白、 脉细无力），
以及前列腺增生见上述证候者。

用法 每天 2 次 ， 每次 5
粒， 早、 晚饭前 30 分钟温开水
送服； 15 天为 1 疗程。

注意事项 肺热壅盛 （症见
发热、 咳嗽、 痰黄等）、 肝郁气
滞 （抑郁、 胁痛等）、 脾虚气陷
（症见食少、 腹胀、 便溏等） 者
不宜服用； 服药期间忌辛辣、 生
冷食物以及饮酒、 抽烟。 此外，
还可酌情选用前列欣胶囊等。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 陈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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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 主要用于治疗各种
细菌感染或致病微生物感染类疾
病， 而对于病毒等结构简单的病
原体所引起的疾病没有效用。 所
以 ， 像生殖器疱疹 、 尖锐湿疣 、
艾滋病等这类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疾病， 吃抗生素是没有任何作用
的 。 而淋病 、 非淋菌性尿道炎 、
梅毒这三类常见的性传播疾病通
常使用抗生素治疗， 在不确定有
没有感染疾病的情况下， 滥用或
者过度使用抗生素， 不但容易造
成耐药使得治疗越来越困难， 长
期使用还会使得体内菌群紊乱 ，
造成更大的影响。

对于这三类常见性传播感染疾
病中， 抗生素确实能起到治疗效
果。 但要注意淋病对抗生素的耐药
性最强， 一旦确诊得了淋病， 应
立即治疗。 治疗应遵循及时、 足
量、 规范的用药原则， 并根据不
同的病情及本地区淋球菌耐药情

况和患者的反应， 选用不同的治疗
方案， 同时对性伴作检查或治疗。
并在治疗后进行随访和复查， 以
保证治愈， 消灭传染源。 目前治
疗淋病最常用、 最有效的药物是头
孢曲松钠 （菌必治， 头孢三嗪）。
确诊后只要肌内注射一针就可以
了。 在治疗期间应避免性生活。

部分患者在得了淋病后， 往
往还合并衣原体感染， 造成非淋
菌性尿道炎。 衣原体感染的治疗
可选用四环素类的药如多西环素、
米诺环素； 也可选用大环内酯类
的药如阿奇霉素、 罗红霉素、 克
拉霉素、 交沙霉素； 还可选用喹
诺酮类药物如左氧氟沙星、 司帕
沙星等。 一般服用一个疗程 （7-
10 天） 的推荐药物， 临床症状都
能有所缓解。

梅毒的治疗还是强烈推荐使
用单剂量苄星青霉素， 这是治疗
梅毒最有效的药物， 因为其比口

服抗生素更有效、 更便宜。 而有
些患者患了早期梅毒， 就自己买
些抗生素吃， 吃药后梅毒的皮疹
等症状消失了， 但体内的梅毒螺
旋体并没有全部杀死， 少量潜伏
下来转成了隐性梅毒， 给身体带
来了极大隐患。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每年
全球有 1 亿 3100 万人感染衣原
体， 7800 万人感染淋病， 560 万
人感染梅毒。 因此， 坚持正确使
用避孕套， 避免与陌生人发生高
危性行为是预防性传播疾病最有
效的方法 。 性生活前吃抗生素 ，
不但不能预防性病的传播， 且容
易使人放松警惕， 感染疾病后延
误治疗时机。

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
主任医师 刘彦春

������丹参注射液是活血化瘀的一
种主要药物， 适用于胸痹血瘀症
候， 如胸闷、 心悸、 心绞痛， 急慢
性心肌梗塞， 缺血性脑中风， 脑梗
塞或中风后遗症。 近年来的实践证
明， 丹参注射液还有下列新用途：

改善冠心病心绞痛 应用大
剂量丹参注射液不仅可改善患者
的症状、 体征， 还可使心电图 S－
T 段、 T 波明显恢复， 无过敏及
不良反应。 用丹参注射液后血流
速度明显增加， 从而改善心肌组

织供血、 供氧、 缓解心绞痛症状。
辅治慢性肺心病 在西医常规

治疗下另以丹参注射液静脉点滴，
在控制病情、 提高血氧分压、 降
低血粘度等方面均优于单纯西医
治疗， 且能增加右心每搏输出量，
增强右心室心肌收缩力， 降低右
心负荷， 且血液流变学均有改善。

治疗慢性肝病 在制定中药
处方基础上加丹参 30-60 克， 疗
效大大高于对照组， 且疗效随疗
程延长而提高。 用丹参注射液静

滴具有良好的降低转氨酶、 胆红
素及迅速促进肝细胞再生、 炎症
消退、 坏死组织吸收等作用。

辅治恶性肿瘤 国外学者采用
丹参注射液治疗恶性淋巴瘤， 患者
血浆纤维蛋白原治疗后较治疗前
明显下降， 揭示丹参的促纤溶作用
是其抗肿瘤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对食管、 贲门癌患者根治术后并用
丹参注射液， 有改善肿瘤术后微循
环和阻止术后血粘度上升的作用。

朱本浩

������因为病情的需要 ， 一部分
病人出院后仍需长期留置导尿
管。 而导尿管如果照护不当容
易发生尿路感染 、 尿道损伤 、
尿管脱出、 尿管阻塞等不良情
况。 那究竟如何做好留置导尿
管病人的居家护理呢？

首先， 选择优质的尿管和
集尿袋非常重要。 普通的乳胶
尿管只能留置 7 天， 且容易附
着沉淀物， 不适用于长期留置
者； 而硅胶尿管留置时间长达
30 天 ， 可避免患者多次插管 ，
且内径宽， 不易形成结钙、 沉
淀等引发引流不畅。 普通的集
尿袋容量为 1000 毫升， 需每天
更换， 而抗逆流集尿袋容积为
2000 毫升， 一般 7 天更换一次，
能减少打开整个密闭引流系统
的次数， 降低细菌感染的机会。

其次， 妥善固定好导尿管
及集尿袋， 集尿袋放置的位置
应低于膀胱水平并避免挤压 ，
开口应随时保持关闭， 离地面
3-5 厘米， 尿袋 2/3 满时即应排
空， 注意防止尿管受压、 扭曲、
堵塞。 观察尿液的颜色、 质地，
如发现尿液有混浊、 沉淀、 絮
状物等异常时， 或病人有尿频、
尿急、 尿痛现象时应及时到医
院就诊。

定时用温水清洗会阴部 ，
保持会阴部及尿道口的清洁 ，
减少尿道感染的机会。 更换集
尿袋前后、 放尿的前后一定要
记得洗手。 注意饮食保持清淡，
少食含钙高或草酸盐含量高的
食物如菠菜、 茶、 竹笋、 动物
内脏等， 以避免产生尿路结石。
多饮水 ， 每日 2000 毫升以上 ，
以保证足够的尿量。 注意尿量
的变化 ， 如每日尿量少于 400
毫升或大于 2500 毫升时应及时
就医。

对长期留置尿管者 ， 应进
行膀胱功能锻炼， 间歇性夹闭
尿管， 使膀胱处于充盈再排空
的生理状态， 每日 3-5 次， 以
免膀胱括约肌长期松弛， 丧失
正常功能， 导致拔除尿管后引
起尿潴留。

湖南省脑科医院 胡志辉

合理使用
抗菌药 性生活前吃抗生素

不能预防性病
留置尿管
如何居家护理

������现在很多年轻人性生活开放， 一夜情、 约炮等行为屡见不
鲜。 而与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 最大的隐患就是被传染上性
病， 有些人就自作聪明地想到了一些预防性病的“小窍门”， 在
发生性关系前吃抗生素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办法真的可靠吗？

丹参注射液临床有新用

癃 闭 通 胶 囊
适用前列腺增生早期

糖尿病胃轻瘫
首选新络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