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上许多药物可用作静脉推注， 如
高渗葡萄糖、 维生素 C、 氯化钙等， 但抗
生素一般不宜静脉推注。 以氨基甙类抗
生素为例 ， 这类抗生素可以肌注给药 ，
也可以静脉点滴给药， 但并不主张静脉
推注，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 氨基甙类都有不同程度的耳毒
性或肾毒性， 例如链霉素、 卡那霉素、 庆
大霉素， 小诺霉素、 阿米卡星等， 无论是
剂量过大还是长期用药都有可能引起这一
毒性反应。 相比之下， 通过口服、 肌注和
缓慢静脉滴注给药， 其血药浓度升高缓
慢， 药物蓄积几率较小， 毒性反应率低，
一旦出现毒性反应， 其反应程度也相对较
轻。 但如果将氨基甙类通过静脉推注途经
给药， 则会在很短时间内引起血药浓度迅
速升高， 造成药物在体内蓄积， 从而增加
耳毒性或肾毒性反应的发生率， 并且其毒
性反应出现早， 程度重， 甚至导致严重耳
鸣、 耳聋或急性肾功能衰竭。

其次， 静脉推注使得药物快速进入体
内， 形成的高血药浓度还会产生神经肌肉
接头处的阻滞作用， 阻碍神经与肌肉之间
的传递功能， 可造成心肌与呼吸肌收缩无
力， 甚至会引起肌麻痹而导致呼吸与心跳
骤停。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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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下泻药， 不停地如厕 ，
泻得干干净净， 吸收很少， 体
重不就减轻了。 那么， 泻药真
是减肥神器吗？ 是否会对人体
的胃肠道产生危害呢 ？ 事实
上， 泻药是通过增加肠道内的
水分、 促进肠道蠕动、 软化粪
便或润滑肠道等方式来促进排
便， 一般可分为容积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等几
类， 在临床上各有适应症。

容积性泻药
容积性泻药是一类通过吸

收肠管内的水分而发生膨胀，
进而增加粪便量， 引发排便反
射， 促进排便的药物。 一般在
服药后 12-24 小时起效。 常见
的容积性泻药有硫酸镁、 乳果
糖、 硫酸钠、 甲基纤维素等。

在服用此类药物时， 应当
注意多喝水， 以免诱发肠梗阻。
事实上， 该类药物并不能增加
结肠的张力， 不宜用于结肠无
力、 肠道蠕动缓慢的患者。 临
床上常用的容积性泻药是乳果
糖， 它可以通过保留水分来增
加粪便的体积， 并刺激结肠蠕
动， 缓解便秘的症状， 适用于
习惯性或慢性便秘患者， 尤其
是老年人、 儿童、 孕妇、 哺乳
期妇女等特殊人群， 不过该类
药物腹胀的不良反应较为常见。

刺激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又被称为接触

性泻药， 其作用机制是药物本
身或代谢物通过刺激肠壁， 使
肠道粘膜通透性增加， 促进电
解质和水流向肠腔， 从而刺激
肠道的蠕动。 常见的药物有大
黄、 番泻叶、 芦荟、 酚酞、 比
沙可啶等 。 该类药物作用较
强、 起效较快， 适用于排便动
力不足的便秘患者。 大黄为蒽
醌苷类代表性药物， 可用于治
疗实热性便秘、 积滞腹痛、 泻
痢不爽等症。 番泻叶主要用于
热结性便秘的治疗， 开水冲泡
后服用可发挥导泄作用， 但刺
激性较强 ， 有引起腹痛的可
能。 酚酞作用温和， 可用于慢
性便秘 ， 部分药物随尿液排
出， 但有时因为酸碱的关系尿
液会呈现红色。 比沙可啶是非
处方药， 作用于大肠， 其栓剂
直肠给药时 ， 可用于肠镜检
查、 肠道 X 线检查或腹部手术
前的肠道清洁。

刺激性泻药长期使用， 可
能会产生依赖性， 进而导致机
体电解质紊乱， 仅适用于大便
嵌顿和需要快速通便者。 蒽醌
苷类药物， 尤其是大黄和番泻
叶， 长期使用有损伤肠粘膜的
可能， 并引发结肠黑变病。

润滑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是通过局部润

滑或软化粪便来发挥导泻的作
用， 常见的药物有液状石蜡、 甘
油灌肠剂 （长柄开塞露）， 适用
于老年人、 痔疮、 肛裂、 肛周手

术患者等， 且对肠道无刺激性。
液状石蜡为矿物油， 导泻效果
较佳， 但口感较差， 且不会被
肠道消化与吸收， 若长期食用
可能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
情况不佳， 因而不宜久用。

泻药，不是“减肥神器”
通过服用泻药来减肥， 短

期内确实可能会使体重下降。 但
事实上， 服用泻药并没有真正消
减体内的脂肪， 只是促进了排
便。 一般停止用药， 恢复正常
饮食， 体重就可能会发生反弹。
长期服用泻药， 害处多多， 频
繁的腹泻， 会导致机体脱水，
并引发电解质平衡紊乱等。

对于崇尚 “骨感” 的人们
而言， 想要减肥， 可以通过改
善饮食习惯， 适量运动来燃烧
脂肪， 不应该心存侥幸地采用
服泻药的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
的。 对于正常人来说， 只要体
重指数 （BMI 值， 即体重÷身
高 2， 单位 ： kg/m2） 正常 ， 一
般控制在 20-24 kg/m2 （运动员
除外）， 就不属于肥胖的范畴。
对于 BMI 值超过 28 kg/m2 的人
而言， 确实可以考虑在控制饮
食、 增加运动无效的情况下，
服用规范的药店或医院药房出
售的减肥药物， 如奥利司他、
氯卡色林、 芬特明-托吡酯复
方片剂、 纳曲酮 安非他酮复
方制剂、 利拉鲁肽等。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前不久， 一位母亲给我发私信， 说她
3 岁宝宝乙肝急性发作， 住院治疗， 医生
让服用拉米夫定， 吃了 3 个月后， 看了另
一个专家让服用恩替卡韦， 但主治医生不
建议换。 到底儿童乙肝用哪种药好？

到目前为止， 被批准用于治疗 2 岁以
上儿童乙型肝炎的药物有普通干扰素、 拉
米夫定和恩替卡韦。 普通干扰素批准的时
间较早， 但因为干扰素的副作用和需要频
繁注射的缺点， 许多医生开始使用核苷
(酸) 类药物 （拉米夫定和恩替卡韦） 治疗
儿童乙型肝炎。

拉米夫定是第一个被批准用于 2 岁以
上儿童乙型肝炎的药物。 虽然拉米夫定在
儿童中使用的安全性很好， 但由于拉米夫
定容易产生耐药性， 所以恩替卡韦在儿童
中的安全性得到证实， 被批准用于 2 岁以
上儿童乙型肝炎后 ，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5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 《预防、 关护和
治疗慢性乙肝感染者指南》 中推荐儿童慢
性乙型肝炎选择恩替卡韦治疗。 因此， 上
述案例中两位医生的治疗都没有错误， 当
然选择恩替卡韦治疗更好。 因为， 恩替卡
韦抗病毒作用更强， 耐药发生率很低。

以前， 我国没有提供给儿童治疗的恩
替卡韦口服液。 令人高兴的是， 最近恩替
卡韦口服液也要在我国上市了。 但需要注
意两点： 一是儿童使用核苷 (酸) 类药物
治疗， 母亲也需要做好长期治疗的心理准
备， 帮助孩子服药， 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
检查， 提高孩子治疗的依从性。 二是， 随
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重增加， 要根据孩
子的体重调整药物剂量。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 蔡晧东

������感冒药 、 晕车药是常见的
居家常备用药， 许多人习惯在
家中存放这些非处方药品 ， 以
便缓解轻微的症状， 但却忘了
检查保存期限。 为保证药品质
量， 在药品储存及使用时应记
住以下六项原则：

一 、 外用药与内服药品应
分开存放， 避免误用。

二 、 浴室及家中日照强的
地方不宜储存药品 。 特别是救

命用的心绞痛急救药， 水气、
光、 热都会加速药品的变质，
影响药效。

三 、 若家中有年纪较小
的孩子 ， 药品存放的位置一

定要在儿童无法取得的地方 ，
且与零食存放区有明显的区隔，
避免造成误食。

四、 使用药品时， 应确认有
效期限， 并检视药锭产生松软、
变色， 药粉受潮结块 ， 药水变
色、 混浊、 发霉， 药膏有异味、
变色、 出油、 分层等情况时， 应
立即丢弃。

五、 没有特别注明的药品
就不需要冷藏， 需要冷藏的药

品 ， 在药袋上都会特别标示 ，
应详读药品的保存说明 。 药品
存放于冰箱内时， 应和食物分
开单独存放， 以免受到食物的
污染。

六、 建议定期检视家中储存
的药品， 确实分类， 将用法用量
及适应症标示清楚 ， 并将过期
或已变质的药品确实回收 。 大
部分固体药品可经适当处理后
直接丢至垃圾桶， 只有少部分
的药品 （抗生素、 激素制剂、 抗
癌药、 麻醉药品与免疫抑制剂
等） 才需要交给各大医院的药
品回收站处理。

曹淑芬

泻药
不是“减肥神器”

儿童乙肝
用哪种药好？

������生活中， 一些人为了追求形体上的美感， 纷
纷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减肥———吃减肥药、 节食、
运动、 理疗、 针灸， 无所不用其极， 更有甚者会
通过服用泻药来减肥。

氨基甙类
不宜静脉推注

居家常备药 牢记保存六原则

������服下泻药， 不停地如厕 ，
泻得干干净净， 吸收很少， 体
重不就减轻了。 那么， 泻药真
是减肥神器吗？ 是否会对人体
的胃肠道产生危害呢 ？ 事实
上， 泻药是通过增加肠道内的
水分、 促进肠道蠕动、 软化粪
便或润滑肠道等方式来促进排
便， 一般可分为容积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等几
类， 在临床上各有适应症。

容积性泻药
容积性泻药是一类通过吸

收肠管内的水分而发生膨胀，
进而增加粪便量， 引发排便反
射， 促进排便的药物。 一般在
服药后 12-24 小时起效。 常见
的容积性泻药有硫酸镁、 乳果
糖、 硫酸钠、 甲基纤维素等。

在服用此类药物时， 应当
注意多喝水， 以免诱发肠梗阻。
事实上， 该类药物并不能增加
结肠的张力， 不宜用于结肠无
力、 肠道蠕动缓慢的患者。 临
床上常用的容积性泻药是乳果
糖， 它可以通过保留水分来增
加粪便的体积， 并刺激结肠蠕
动， 缓解便秘的症状， 适用于
习惯性或慢性便秘患者， 尤其
是老年人、 儿童、 孕妇、 哺乳
期妇女等特殊人群， 不过该类
药物腹胀的不良反应较为常见。

刺激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又被称为接触

性泻药， 其作用机制是药物本
身或代谢物通过刺激肠壁， 使
肠道粘膜通透性增加， 促进电
解质和水流向肠腔， 从而刺激
肠道的蠕动。 常见的药物有大
黄、 番泻叶、 芦荟、 酚酞、 比
沙可啶等 。 该类药物作用较
强、 起效较快， 适用于排便动
力不足的便秘患者。 大黄为蒽
醌苷类代表性药物， 可用于治
疗实热性便秘、 积滞腹痛、 泻
痢不爽等症。 番泻叶主要用于
热结性便秘的治疗， 开水冲泡
后服用可发挥导泄作用， 但刺
激性较强 ， 有引起腹痛的可
能。 酚酞作用温和， 可用于慢
性便秘 ， 部分药物随尿液排
出， 但有时因为酸碱的关系尿
液会呈现红色。 比沙可啶是非
处方药， 作用于大肠， 其栓剂
直肠给药时 ， 可用于肠镜检
查、 肠道 X 线检查或腹部手术
前的肠道清洁。

刺激性泻药长期使用， 可
能会产生依赖性， 进而导致机
体电解质紊乱， 仅适用于大便
嵌顿和需要快速通便者。 蒽醌
苷类药物， 尤其是大黄和番泻
叶， 长期使用有损伤肠粘膜的
可能， 并引发结肠黑变病。

润滑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是通过局部润

滑或软化粪便来发挥导泻的作
用， 常见的药物有液状石蜡、 甘
油灌肠剂 （长柄开塞露）， 适用
于老年人、 痔疮、 肛裂、 肛周手

术患者等， 且对肠道无刺激性。
液状石蜡为矿物油， 导泻效果
较佳， 但口感较差， 且不会被
肠道消化与吸收， 若长期食用
可能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
情况不佳， 因而不宜久用。

泻药，不是“减肥神器”
通过服用泻药来减肥， 短

期内确实可能会使体重下降。 但
事实上， 服用泻药并没有真正消
减体内的脂肪， 只是促进了排
便。 一般停止用药， 恢复正常
饮食， 体重就可能会发生反弹。
长期服用泻药， 害处多多， 频
繁的腹泻， 会导致机体脱水，
并引发电解质平衡紊乱等。

对于崇尚 “骨感” 的人们
而言， 想要减肥， 可以通过改
善饮食习惯， 适量运动来燃烧
脂肪， 不应该心存侥幸地采用
服泻药的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
的。 对于正常人来说， 只要体
重指数 （BMI 值， 即体重÷身
高 2， 单位 ： kg/m2） 正常 ， 一
般控制在 20-24 kg/m2 （运动员
除外）， 就不属于肥胖的范畴。
对于 BMI 值超过 28 kg/m2 的人
而言， 确实可以考虑在控制饮
食、 增加运动无效的情况下，
服用规范的药店或医院药房出
售的减肥药物， 如奥利司他、
氯卡色林、 芬特明-托吡酯复
方片剂、 纳曲酮 安非他酮复
方制剂、 利拉鲁肽等。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服下泻药， 不停地如厕 ，
泻得干干净净， 吸收很少， 体
重不就减轻了。 那么， 泻药真
是减肥神器吗？ 是否会对人体
的胃肠道产生危害呢 ？ 事实
上， 泻药是通过增加肠道内的
水分、 促进肠道蠕动、 软化粪
便或润滑肠道等方式来促进排
便， 一般可分为容积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等几
类， 在临床上各有适应症。

容积性泻药
容积性泻药是一类通过吸

收肠管内的水分而发生膨胀，
进而增加粪便量， 引发排便反
射， 促进排便的药物。 一般在
服药后 12-24 小时起效。 常见
的容积性泻药有硫酸镁、 乳果
糖、 硫酸钠、 甲基纤维素等。

在服用此类药物时， 应当
注意多喝水， 以免诱发肠梗阻。
事实上， 该类药物并不能增加
结肠的张力， 不宜用于结肠无
力、 肠道蠕动缓慢的患者。 临
床上常用的容积性泻药是乳果
糖， 它可以通过保留水分来增
加粪便的体积， 并刺激结肠蠕
动， 缓解便秘的症状， 适用于
习惯性或慢性便秘患者， 尤其
是老年人、 儿童、 孕妇、 哺乳
期妇女等特殊人群， 不过该类
药物腹胀的不良反应较为常见。

刺激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又被称为接触

性泻药， 其作用机制是药物本
身或代谢物通过刺激肠壁， 使
肠道粘膜通透性增加， 促进电
解质和水流向肠腔， 从而刺激
肠道的蠕动。 常见的药物有大
黄、 番泻叶、 芦荟、 酚酞、 比
沙可啶等 。 该类药物作用较
强、 起效较快， 适用于排便动
力不足的便秘患者。 大黄为蒽
醌苷类代表性药物， 可用于治
疗实热性便秘、 积滞腹痛、 泻
痢不爽等症。 番泻叶主要用于
热结性便秘的治疗， 开水冲泡
后服用可发挥导泄作用， 但刺
激性较强 ， 有引起腹痛的可
能。 酚酞作用温和， 可用于慢
性便秘 ， 部分药物随尿液排
出， 但有时因为酸碱的关系尿
液会呈现红色。 比沙可啶是非
处方药， 作用于大肠， 其栓剂
直肠给药时 ， 可用于肠镜检
查、 肠道 X 线检查或腹部手术
前的肠道清洁。

刺激性泻药长期使用， 可
能会产生依赖性， 进而导致机
体电解质紊乱， 仅适用于大便
嵌顿和需要快速通便者。 蒽醌
苷类药物， 尤其是大黄和番泻
叶， 长期使用有损伤肠粘膜的
可能， 并引发结肠黑变病。

润滑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是通过局部润

滑或软化粪便来发挥导泻的作
用， 常见的药物有液状石蜡、 甘
油灌肠剂 （长柄开塞露）， 适用
于老年人、 痔疮、 肛裂、 肛周手

术患者等， 且对肠道无刺激性。
液状石蜡为矿物油， 导泻效果
较佳， 但口感较差， 且不会被
肠道消化与吸收， 若长期食用
可能会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
情况不佳， 因而不宜久用。

泻药，不是“减肥神器”
通过服用泻药来减肥， 短

期内确实可能会使体重下降。 但
事实上， 服用泻药并没有真正消
减体内的脂肪， 只是促进了排
便。 一般停止用药， 恢复正常
饮食， 体重就可能会发生反弹。
长期服用泻药， 害处多多， 频
繁的腹泻， 会导致机体脱水，
并引发电解质平衡紊乱等。

对于崇尚 “骨感” 的人们
而言， 想要减肥， 可以通过改
善饮食习惯， 适量运动来燃烧
脂肪， 不应该心存侥幸地采用
服泻药的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
的。 对于正常人来说， 只要体
重指数 （BMI 值， 即体重÷身
高 2， 单位 ： kg/m2） 正常 ， 一
般控制在 20-24 kg/m2 （运动员
除外）， 就不属于肥胖的范畴。
对于 BMI 值超过 28 kg/m2 的人
而言， 确实可以考虑在控制饮
食、 增加运动无效的情况下，
服用规范的药店或医院药房出
售的减肥药物， 如奥利司他、
氯卡色林、 芬特明-托吡酯复
方片剂、 纳曲酮 安非他酮复
方制剂、 利拉鲁肽等。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服下泻药， 不停地如厕 ，
泻得干干净净， 吸收很少， 体
重不就减轻了。 那么， 泻药真
是减肥神器吗？ 是否会对人体
的胃肠道产生危害呢 ？ 事实
上， 泻药是通过增加肠道内的
水分、 促进肠道蠕动、 软化粪
便或润滑肠道等方式来促进排
便， 一般可分为容积性泻药、
刺激性泻药、 润滑性泻药等几
类， 在临床上各有适应症。

容积性泻药
容积性泻药是一类通过吸

收肠管内的水分而发生膨胀，
进而增加粪便量， 引发排便反
射， 促进排便的药物。 一般在
服药后 12-24 小时起效。 常见
的容积性泻药有硫酸镁、 乳果
糖、 硫酸钠、 甲基纤维素等。

在服用此类药物时， 应当
注意多喝水， 以免诱发肠梗阻。
事实上， 该类药物并不能增加
结肠的张力， 不宜用于结肠无
力、 肠道蠕动缓慢的患者。 临
床上常用的容积性泻药是乳果
糖， 它可以通过保留水分来增
加粪便的体积， 并刺激结肠蠕
动， 缓解便秘的症状， 适用于
习惯性或慢性便秘患者， 尤其
是老年人、 儿童、 孕妇、 哺乳
期妇女等特殊人群， 不过该类
药物腹胀的不良反应较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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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泻药又被称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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