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用药

������对症选用 速效救心丸属活
血化瘀药， 当胸痛明显、 部位固
定、 舌质暗或有瘀点时， 选用本
药较合适。 如果胸闷痛不严重，
以心慌、 易惊为主时， 则应选用
益气养阴的中成药， 如补心气口
服液、 滋心阴口服液、 诺迪康胶
囊等。

时机恰当 使用前， 要摸索
自身心绞痛的发作规律 ， 如出
现胸闷、 心前区不适、 左肩酸沉
等先兆症状时， 要立即含服速效
救心丸。

掌握剂量 开始剂量宜小，
一般 4 粒， 含服后 5 分钟起效。
如 10 分钟不缓解， 可酌情再服
4-6 粒 ， 如连用 2-3 次仍不奏

效， 应立即去医院治疗。
当心“上瘾” 经常服用会

上瘾。 上瘾时缓慢停药， 二是与
硝酸甘油交替服。

服用姿势 宜坐服， 因回心
血减少， 减轻心脏负担 ， 供氧
好， 缓解病情。 平卧或站位服药
均不可取。

先嚼后含 如先嚼碎后舌下
含服， 易溶剂、 吸收， 高浓度地
快速到达心脏， 见效更快， 效果
更好。

正确保存 为免失效， 注意
避光、 防潮、 防热， 服用时留意
是否变软、 变色、 破碎。

不良反应 用 得 过 多 时 ，
可能有出血副 作 用 ， 月 经 过

多的妇女或孕 妇 及 有 明 显 出
血症状者应慎 用 。 速 效 救 心
丸有一定降 压 作 用 ， 低 血 压
者最好不用 。

药不离身 救心药应随身携
带， 置于固定、 掏取方便处； 更
换衣服时， 同时转移； 晚睡时，
放在枕侧容易取到的地方 ， 做
到药不离身。

配伍禁忌 速效救心丸有活
血祛瘀作用， 与西药华法林、 阿
斯匹林、 氯吡格雷、 肝素等合用
时， 要注意是否有出血倾向， 如
出血明显增加时， 应减量或暂停
使用。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刘树雄

������34 岁的何女士 1 个月前出现发热恶
寒、 咽痒、 流涕、 气喘、 胸满窒闷， 以为
感冒了， 自服阿莫西林、 病毒灵、 氨茶碱
未见效， 故到某医院就诊。 医师诊断为哮
喘 （外感风寒、 痰湿阻肺）， 给予苓桂咳
喘宁胶囊口服， 用药 1 天发热恶寒、 咽
痒、 流涕缓解； 3 天发热、 恶寒、 咽痒、
流涕消失， 气喘、 胸满窒闷缓解。 继续用
药 7天， 气喘、 胸满窒闷消失。

苓桂咳喘宁胶囊由茯苓、 桂枝、 桔梗、
苦杏仁等组成， 具有温肺化饮 （痰）、 止咳
平喘的功能。 研究证实有一定止咳化痰、
解痉和抗过敏、 抗菌作用。 临床上用于外
感风寒、 痰湿阻肺所致的咳嗽 （症见咳喘
痰白、 喘息声重、 胸闷气促、 咽痒、 鼻塞
流涕、 恶寒发热、 头身疼痛、 无汗， 舌苔
薄白、 脉浮或弦； 或脾失健运、 痰湿蕴肺
所致的咳嗽声浊、 痰黏或稠、 量多易咳、
胸闷脘痞、 纳差， 舌苔白腻、 脉濡滑； 或
胸满窒闷、 咳嗽痰多、 稀薄起沫等）； 以及
喘息型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急性支气
管炎、 慢支急性发作见上述症候者。

用法 口服， 成人每次 5 粒， 每天 3
次， 10 天为 1 疗程。

注意事项 外感风热、 痰热蕴肺 （症
见畏寒轻、 发热重、 痰多黄稠等）、 阴虚
燥咳 （症见咳嗽、 潮热盗汗、 舌红少津、
脉细数） 患者忌用； 服药期间清淡饮食，
忌烟、 酒和刺激性食物。 孕妇慎用。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
副主任医师 陈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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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老年人都有一
个误区 ， 腰酸背痛 、 腿抽筋
肯定是骨质疏松了 ， 吃钙片
就能好 ，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
的观念 。 钙只是骨形成的原
料 ， 单纯增加原料而调控因
素没有得到很好地调节 ， 骨
质疏松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
果 。 那么对骨质疏松症患者
来说 ， 除了吃钙片 ， 还需要
哪些治疗呢 ？ 火箭军总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李全民教授为
大家指点迷津。

首先明确是哪种类型的骨
质疏松

骨质疏松包括原发性骨质
疏松和继发性骨质疏松。 原发
性骨质疏松主要包括绝经后骨
质疏松和老年性骨质疏松； 继
发性骨质疏松继发于其他疾病
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甲状腺功
能亢进、 库欣综合征等。 对于
不同类型的骨质疏松， 治疗重
点也是不同的。

骨质疏松治疗的主要目的
是缓解症状预防和减少骨折的
发生， 单纯服用钙片、 维生素
D 这些骨营养剂并不能减少骨
折的发生， 骨质疏松的正确治

疗是在健康生活方式及服用骨
营养剂的基础上应用抗骨质疏
松药物。 抗骨质疏松药物有多
种， 如双膦酸盐类药物、 降钙
素、 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雷洛
昔芬)、 雌激素、 组织选择性雌
激素复合物 (结合雌激素/巴多
昔芬)、 特立帕肽等。 其中双膦
酸盐类药是临床上常用的抗骨
质疏松药物， 如阿仑膦酸钠 70
毫克 ， 一周一次 ； 唑来膦酸
钠， 5 毫克， 静脉给药， 一年
一次。

绝经后是否需要补充雌
激素？

激素替代治疗可降低骨折
发病率， 但雌激素治疗与子宫
内膜癌、 乳腺癌及心血管风险
的相关性存在争议， 因此， 近
年来雌激素替代治疗骨质疏松
不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

继发性骨质疏松先治原
发病

继发性骨质疏松有非常明
确的引起骨量减少的因素， 治
疗上应先治疗原发病， 比如手
术切除引起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的腺瘤， 口服药物治疗多发性
骨髓瘤等。 在治疗原发病的基

础上， 再应用治疗骨质疏松的
药物、 钙剂及维生素 D。

钙和维生素 D用量有限制
钙片并不是吃的量越多 、

服用越频繁越好， 对于绝经后
妇女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
适当补钙有助于减少骨质疏松
性骨折， 但应警惕心脑血管、
泌尿系统结石 、 白内障的风
险。 钙剂推荐以每日总摄入量
1000-1500 毫克 （包括饮食 、
补充和两者总和） 为宜， 维生
素 D 以每日总摄入量为 600-
800 单位为宜。

生活起居要注意
患有骨质疏松 ， 正常饮

食 、 减少盐摄入量 ， 戒烟限
酒， 适当活动、 增加日晒比单
纯补钙效果会更好。 运动方式
宜选择负重和平衡促进运动 ，
如快走 、 慢跑 、 游泳 、 太极
拳、 瑜伽等。

总之， 骨质疏松不是只吃
钙片就能治好的 ， 在明确病
因、 分型的基础上， 进行规范
的治疗、 联合用药， 改变生活
方式才是治疗骨质疏松的有效
方法。

莫鹏 樊洁婷

����� “护士， 护士， 我可以不打这个留置
针不？ 反正是个小手术， 可以打那个小钢
针吗？” “护士， 我怕疼， 不要给我打这
么大号的针， 打个最小号的针吧!” 在手
术室里， 护士们经常面临着患者关于输液
时使用留置针的各种要求和疑问， 就这些
问题，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麻醉手术科
护士长时琳做出了以下解答。

手术患者为什么要打留置针？
静脉留置针又称静脉套管针， 核心的

组成部件包括可以留置在血管内的柔软的
导管， 以及不锈钢的穿刺引导针芯。 使用
时将导管和针芯一起穿刺入血管内， 当导
管全部进入血管后， 回撤出针芯， 仅将柔
软的导管留置在血管内从而进行输液治
疗。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软管子在血管里，
患者可以正常写字、 吃饭、 洗澡。

为什么手术室里要打大号的留置针？
患者进入手术室都必须建立静脉通

道， 首要的要求是必须通畅， 所以要用大
号针。 第二， 患者一般要进行麻醉， 个别
的静脉麻醉药对血管刺激性大， 疼痛感明
显， 大的静脉通路能减少疼痛刺激。 再
者， 手术室患者可能有突发情况， 如麻药
过敏、 失血等情况要马上抢救， 快速给药
或者输血都需要大的血管通道。 另外， 留
置针的固定也非常重要， 如果在紧急情况
下针脱落了， 抢救药输不进去， 就危险
了， 因此， 平时用于静脉输液的小钢针在
手术室是绝对不行的。

黄焱

光吃钙片
治不好骨质疏松

手术患者
为什么要打留置针？

苓桂咳喘宁胶囊：

������60 岁的李阿姨绝经 10 年， 近期以反复腰
痛、 腿抽筋来火箭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就诊， 主诉
曾自行购买钙片服用， 但症状缓解并不明显。 骨
密度检查提示腰椎骨密度 T 值 -2.6， 股骨颈 T
值 -2.5， 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排除继发性因素。
医生使用阿仑磷酸钠联合碳酸钙及骨化三醇抗骨
质疏松治疗后， 症状明显减轻。

服速效救心丸 注意这 10点
������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 心肌梗死、 心绞痛、
胸闷、 憋气等的一种常用中成药。 临床应用已经有 20
多年， 有预防、 治疗和急救三重功效。 为充分发挥药
效， 一定要注意以下 10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