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岁的李大妈多年前出现排
便困难， 擅自用开塞露通便， 刚
开始效果还不错， 但便秘并未缓
解， 有时大便拉不出来， 伴有腹
痛腹胀， 她仍然每次从药店买来
开塞露通便， 这一用就是 6 年，
最后开塞露已完全不起作用。 为
了解决排便难等问题， 先后 3 次
住院手术， 且效果都不理想。

开塞露常见的有甘油 （化学
名为 “丙三醇”） 制剂或甘露醇
与硫酸镁的复方制剂， 主要功能
是润滑软化大便 ， 并刺激直肠
壁， 反射性地引起排便反应， 使
肠中粪便易于排出， 达到暂时缓
解排便困难之目的， 一般用于小
儿及老年体弱便秘者的治疗。

开塞露不能擅自长期使用，
更不可盲目滥用。 因为经常用开

塞露， 会使人产生排便必须依赖
外物帮助的副作用。 尤其是随着
开塞露使用时间的延长， 直肠壁
对这种刺激作用的敏感性逐渐降
低， 特别是那些大便干结且量少
的患者， 长期依赖开塞露排便会
更困难。 久而久之， 一旦直肠壁
适应了该药物刺激性将不再有反
应， 导致直肠排便功能丧失。 此
外， 个别患者还会由于使用不当，
造成塞破直肠或肛门， 引发痔疮
出血或大出血。 案例中的李大妈，
正是滥用开塞露掩盖了真实病情，
错过正确的治疗手段和最佳时机。

一旦发生便秘， 坚决杜绝忌
医而擅自滥用开塞露等导便药
物， 关键是要找出造成便秘的具
体原因， 然后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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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 天气越来越热，
雨水也多了起来， 二者交织在一
起， 便形成了一种夏季特有的致
病邪气———暑湿。 人们因饮食不
当常会引发恶心呕吐、 厌食泛酸、
肠胃不适、 消化不良、 腹痛吐泻
等症状。 这时需要具有解表、 祛
湿、 和中作用的中成药来帮忙，
保济丸便是最常用的一种。

保济丸由钩藤、 菊花、 白蒺
藜、 厚朴、 木香等中药组成， 诸
药配伍， 可共奏解表、 祛湿、 和
中之功。 该药能广泛用于以胃肠
病为主的诸多疾病和症状， 既有
治疗作用， 又有保健功效， 主要
可防治以下病症。

幼儿消化不良 此病多见于
母乳喂养的婴儿， 当婴儿排便次
数增多 ， 排泡沫样便或蛋花样
便， 服其他药物治疗无效时可用
保济丸。

食滞口臭 由于保济丸具有
消食导滞的作用， 故可用它治疗
胃腹胀满、 口臭、 打嗝有腐臭味
等症。

感冒 保济丸能祛风解表，
化湿和中， 故可用于治疗外邪束
表、 湿滞内蕴所致之感冒。 患者
主要表现为发热、 恶寒头重、 胃
肠不适、 肢体困倦、 口淡胸闷、
恶心呕吐、 大便溏泻、 舌苔腻、
脉濡等症状。

腹泻 保济丸对治疗食滞腹
胀、 水土不服、 肠胃不适等症疗
效极佳。

晕车 晕车的常见症状有恶
心、 头晕、 呕吐、 胸闷等。 保济
丸能和中， 有晕车史者可于乘车
前 30 分钟服用。

出现以下情况要慎重选用：
首先， 保济丸中含有的藿香等成
分， 孕妇不宜用。 其次， 以剧烈
恶心、 呕吐、 腹泻不止为主要症
状的急性肠胃炎， 保济丸的作用
非常有限， 此时应尽快就医。 再
次， 出现牙龈肿痛、 无痰干咳、
咽痛、 耳鸣等症状的外感燥热和
上火者， 也不建议用保济丸。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苏新民

������上海罗大妈咨询： 我之前进
食时没仔细看， 吃完后发现有霉
点， 昨天在外吃饭发现用的一次
性筷子上也有霉斑， 担心这些霉
点是黄曲霉素， 会导致中毒。 遇
到上述情况后我在半小时内把食
物抠吐出来， 喝了点醋， 然后又
吃了头孢克肟、 补充了维生素 C。
这种处置方法是否可行？ 请问吃
到了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如何用
药物阻断， 使其降解或者灭活？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药师石浩强回复： 黄曲霉素存在
于土壤 、 动植物 、 各种坚果中 ，

特别是容易污染花生、 玉米、 稻
米、 大豆、 小麦等粮油产品， 是
毒性最大、 对人类健康危害极为
突出的一类霉菌毒素， 毒性比砒
霜大 68 倍， 是众所周知的致癌物
质且具备耐高温的特点。

根据上述情况： 霉斑是由霉
菌繁殖产生的灰褐色斑点或斑块，
不一定就是黄曲霉素， 且黄曲霉
素多见于坚果或粮食作物中， 误
食一次不用过于担忧。 黄曲霉素
可 以 通 过 酶 联 免 疫 吸 附 法
(ELISA)， 从患者的血液、 尿液中
检出。 治疗方法： 立即停止摄入

有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食物； 补液、
利尿、 保肝等支持疗法； 主要损伤
的是肝脏， 因此以急性中毒性肝炎
治疗， 且上述补救措施还是得当
的， 尤其是呕吐、 维生素 C 护肝。
此外， 一次不小心不要过于挂怀，
黄曲霉素的中毒有阈值， 超过阈值
会急性中毒， 长期吃霉变作物会有
慢性中毒或致癌可能。

������痛经多发生在月经来潮前的数小
时内， 表现为阵发性、 痉挛性腹痛，
常伴腰部酸痛和下腹部坠胀感， 历
时数小时至 2-3 天。 痛经的治疗药
物通常是以非甾体抗炎药为首选 ，
常用药物为布洛芬， 这是由于布洛
芬具有服用简便、 效果显著， 副作
用较少等优点。

布洛芬等非甾体抗炎药用于痛经
治疗， 作用原理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
合成酶， 减少前列腺素释放量， 从而
减轻这一物质对子宫平滑肌的收缩效
应， 舒缓子宫平滑肌的痉挛， 从而达
到治疗痛经之目的。 临床经验表明，
布洛芬的合理应用可使痛经症状的缓
解率达 77%-93%， 疗效可靠。

布洛芬治疗痛经的用药方法是：
痛经开始时立即服用布洛芬， 每次
0.6 克， 每日 2-3 次， 或用布洛芬缓
释胶囊， 早晚各服 1-2 粒， 直至痛
经症状完全缓解后停止用药。

痛经时服用布洛芬要特别注意以
下几点， 以提高安全性和增强疗效。 凡
是患有慢性胃炎或消化性溃疡的女性应
当慎用布洛芬， 最好是不用。 可以优先
考虑口服避孕药的应用， 无效时才临时
加用布洛芬 1 次性服用。 无论是布洛
芬片剂还是布洛芬缓释胶囊都要在饭
后服用， 禁止空腹服药。 治疗期间要
加强心理调节， 放松心情， 避免过分
紧张和焦虑， 有利于缓解疼痛， 增强
疗效， 缩短病程， 减少用药次数。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度夏良药
保 济 丸

黄曲霉素中毒 如何用药阻断毒素？

滥用开塞露 排便更困难

�������亲子鉴定属于司法鉴定
亲子鉴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

事情， 最初开发该项技术的目的是
为给法庭科学刑事案件 （如尸源认
定、 失踪人口的调查及案发现场个
体来源等） 提供有力的物证依据。
所以， 亲子鉴定经常称之为法医物
证。 随着， 民间亲子鉴定的需求日
益增加， 很多民事纠纷引发亲缘关
系鉴定。 民事纠纷亲子鉴定多由个
人自行委托， 由具备鉴定资质的机
构完成。

三联体 （双亲） 鉴定准确性远
高于二联体 （单亲） 鉴定

我们知道， 每个个体均是由
爱精卵分裂发育而成， 而受精卵是
由母方提供的卵子和父方精子结合
形成， 所以， 每个个体所携带的基
因均是一半来源于父亲， 一半来源
于母亲。

三联体 （父-子-母） 鉴定时，
因为能够获得母方的基因信息， 从
而可以准确获知 （100%获知） 父
方当年传递给孩子的基因； 而二联
体 （比如父-子） 鉴定时， 因为缺
乏母亲传递给孩子的遗传信息， 从
而鉴定父子关系的准确性极剧下降
（真 正 父 源 基 因 获 知 率 从 以 上
100%降为 50%）， 最终造成二联体
鉴定风险明显大于三联体。

血型相同不代表是亲子关系
事实上 ， 血型相符的人太多

了， 目前亲子鉴定检测 20 个左右
遗传标记， 3 个以上遗传标记不相
符则排除亲子关系， 但如果仅其
中几个遗传标记相符， 不代表二
人之间有亲生关系。 理论上， 在
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 ， 二者完全
相符， 才有机会为亲子关系。 然
而， 如果二人血型不符合遗传规

律， 则不是亲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除非血型检测错误或是发生突变
等其他原因造成。

认定亲子关系不是百分百
很多被鉴定方常常问： 我们之

间的亲子关系是百分百吗？ 亲子鉴
定最后结果的判定， 其实是需要经
过统计学计算， 目前国内标准要求
大于 99.99%才认定亲子关系———
统计学亲缘关系评估结果永远是接
近 100%， 但达不到 100%。 事实
上， 只要检测足够多的遗传标记，
二者之间符合遗传规律， 一般为亲
子关系。

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 黄健

亲子鉴定 三联体优于二联体
������20世纪 90年代， 亲子鉴定技术逐渐从国外引进中国， 随
着市场需求增加， 各类亲子鉴定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
国各大中等城市。 然而， 面对网上诸多的亲子鉴定机构， 却
让有鉴定需要的群体无所适从： 到底亲子鉴定是怎么一回事？
如何有效地进行亲子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