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松养心胶囊由人参、 麦
冬 、 五味子 、 山茱萸 、 酸枣
仁、 桑寄生、 丹参、 赤芍、 土
鳖虫、 甘松、 黄连、 龙骨等组
成 ， 具有益气养阴 、 活血通
络、 清心安神等功效。

参松养心胶囊可用于治疗
气阴两虚、 心络瘀阻引起的冠
心病室性早搏、 房性早搏、 心
房颤动， 缓解心律失常等均有
良效。 症见心悸不安、 气短乏
力、 动则加剧、 胸部闷痛、 失
眠多梦、 盗汗、 神倦懒言、 舌

红或舌质紫暗， 有瘀斑斑点、
少苔、 脉细弱或结或促等症。

用法 ： 口服 ， 一次 3 ~4
粒， 每日 3 次。 4 周为 1 个疗
程 ， 或遵医嘱 。 需要注意的
是 ， 个别患者用药后出现胃
胀。 危重病人应结合其他药物
治疗， 孕妇慎用。

此外， 从西医学角度， 参
松养心胶囊还可治疗各种早
搏， 防治房颤， 提高缓慢心室
率， 改善心脏功能。

胡佑志

参松养心胶囊 可用于心律失常

������临床上， 导致肝炎的原因有很多
种， 根据致病原因可将肝炎进行具体
分类， 如药物型肝炎、 自身免疫性肝
炎、 淤胆型肝炎等。 因为每一种肝炎
的致病原因不同， 治疗用药时也会有
很大的区别。

药物性肝炎 发病机制为药物本身
或其代谢产物对肝细胞的直接损伤
（肝固有毒性肝损害）， 药物对肝细胞
代谢进行干扰 （细胞毒型和胆汁淤积
型） 以及过敏性肝细胞损害。 在去除
病因的同时， 应明确损肝药物对肝细
胞损害的方式， 以此选用不同的护肝
药物， 如药物导致直接损伤时， 选用
解毒护肝药物 （古拉定、 凯西莱）； 影
响胆红素代谢时选用利胆护肝药物
（思美泰）； 过敏性肝损时选用有类激
素样作用的护肝药 （甘利欣、 美能）。

自身免疫性肝炎 自身免疫性肝炎
为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肝细胞损害 ，
有类激素样作用的非特异性抗炎护肝
药常是最佳选择， 如甘利欣、 强力宁、
美能等。

淤胆型肝炎 是指各种因素引起的
以肝内淤胆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特殊临
床类型， 可发生于急性肝炎、 慢性肝
炎、 重型肝炎及肝炎后肝硬化。 在针
对病因进行护肝治疗的同时选用利胆
护肝药物， 如腺甘蛋氨酸、 熊去氧胆
酸。 中药制剂在急性淤胆型肝炎治疗
中常取得满意疗效， 如茵栀黄制剂等。

于倩

合理使用
抗菌药

������孕妇遭受感染的机会较多
（如尿路感染等）， 因此抗菌药是
妊娠期常用的药物之一。 在选用
抗菌药物时， 除了要考虑药物对
孕妇本身的影响外， 尚需注意对
胎儿的影响。 根据抗菌药物对胎
儿的影响， 孕妇常用的抗菌药物
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可用药 青霉素类、 头孢菌素
类是较为安全的， 除此之外， 大
环内酯类、 林可霉素类也可以应
用。

慎用药 有些药物对胎儿有一
定的毒性或影响， 孕妇应用时应
充分权衡利弊， 慎重使用， 如氨
基糖苷类、 利福平、 雷米封、 灭
滴灵等。

禁用药 孕妇禁用的药物有四
环素族、 氯霉素、 磺胺药。 孕妇
慎用和禁用的抗菌药物， 尤其应
注意避免在妊娠初期 （妊娠 3 个
月以内） 使用。

而哺乳期女性服药时， 几乎
任何药物皆可进入母乳中， 但在
多数情况下母乳中的药物总含量
不多。 如果药物易通过母体胃肠
道吸收， 婴儿摄入的药量可能多
些。 由于新生儿代谢和排泄药物
的能力甚差， 出生后几个星期内
婴儿血浆蛋白结合力又低， 因此
可形成婴儿体内相当高的药物组
织浓度。 所以， 哺乳期女性应用
抗菌药物有可能对喂养的婴幼儿
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 除青霉
素类、 头孢菌素类给母亲应用时
对婴儿比较安全外 ， 四环素族 、
氯霉素、 红霉素、 磺胺类、 雷米
封、 利福平、 氨基糖苷类等均对
婴幼儿有一定的影响， 哺乳期女
性应禁用或慎用。

江西南昌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李钦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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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 （商品名： 拜阿司
匹林， 100 毫克/片） 和氯吡格雷
（商品名： 波立维， 75 毫克/片）
都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抑制血小
板聚集的药物， 通常用作心血管
不良事件的预防。

一般情况下， 两者应是单独
用药的。 阿司匹林为环氧酶抑制
剂， 通过抑制血小板血栓素而产
生作用， 主要的、 常见的不良反
应是消化道出血。 事实上虽同为
抗血小板药物， 但氯吡格雷的作
用机制与阿司匹林不同， 它抑制
一种名为二磷酸腺苷的成分而发
挥作用， 常见的不良反应依然是
各种出血的风险。 理论上， 阿司
匹林并不会影响氯吡格雷， 但氯
吡格雷可能会影响或增强阿司匹
林的作用 ， 继而增加出血的风
险。 但是， 这种影响目前看来仅
停留在理论状态， 临床上循证医

学的证据并不充分。
从上述老王的情况来看， 符

合冠脉造影后确诊的动脉粥样硬
化或冠心病 ， 并同时伴有高血
压、 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 显然
属于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人群， 虽
然 无 需 放 置 支 架 （ 狭 窄 度 ＜
70%）， 但预防性用药极为重要。
其实这种情况下， 阿司匹林或氯
吡格雷单用的效果是有限的， 而
两药联用不仅可以防止已有疾病
的进一步恶化， 还可以对心梗、
脑梗的发生有预防作用。 当然，
会有一定的出血风险， 但是与潜
在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预防获益
相比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另外，
如果联合用药不出现明显的不良
反应 （出血）， 长期用药， 乃至
终生用药也是有必要的。

还有， 患者在平时需要进行
自我监测和防护， 把抗血小板药

物的出血风险降至最低。 应注意：
1.在用药前应将家族史和既往病
史告诉医生， 特别是是否患有消
化道溃疡、 近期有无感染和手术
等。 2.严格按照医生所建议的剂
量用药， 不可私自增减药量或自
行停药， 增加其他药物需咨询医
师或药师， 如解热镇痛药等， 还
要避免同时使用华法林、 肝素等
抗凝药物。 3.做有创检查或治疗
前， 如拔牙、 组织活检等， 应告
诉医生正在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
4.需要密切关注血糖指标， 因为
部分降糖药与阿司匹林存在相互
作用， 会影响血糖的稳定。 5.药
物以温开水送服比较适宜， 避免
用果汁， 尤其是葡萄柚汁送服。
服药期间应戒烟限酒， 避免容易
受伤的活动或体育运动。

上海瑞金医院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石浩强

������张先生前几天患了重感冒，
出现发热、 流涕、 嗓子疼、 咳嗽
和咳痰等症状， 去社区医院就诊，
医生给予双黄连静脉点滴。 就在
用药后不久， 他突然感到全身发
痒， 手臂、 小腿、 背部和胸前有
片状发红的风团， 医生看后说是
荨麻疹， 可能是与双黄连过敏反
应有关， 立即停用了双黄连注射，
给予抗过敏药治疗。 张先生不明
白， 双黄连是一种中药制剂， 为
何也像西药那样会引起过敏反应。

双黄连是一种中药制剂， 由
金银花、 黄芩和连翘组成， 具有
抗菌、 抗呼吸道病毒作用， 对上

呼吸道感染， 急性咽喉炎和急性
支气管炎具有良好疗效。 然而，
双黄连也与其他西药一样， 同样
会发生过敏反应， 且过敏反应与
性别和年龄无关。 双黄连所致过
敏反应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 可
能是与双黄连中所含绿原酸、 黄
芩苷的成分有关。

双黄连所致过敏反应大多表
现为皮疹， 以全身瘙痒、 荨麻疹
和血管性水肿最为多见， 少数可
为红色斑丘疹， 皮疹多出现用药
后 10～30 分钟内。 个别患者可出
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 过敏性休
克通常发生在用药后 1 小时内，

主要表现为胸闷、 心悸、 呼吸困
难、 口唇发绀等， 严重时出现神
志不清、 面色青紫、 呼吸急促和
脉搏微弱等生命体征危象。

因此， 在使用双黄连进行静
脉点滴时也要警惕过敏反应， 在用
药过程中要严密观察， 注意控制滴
速； 慎与其他药物合用， 特别要避
免与青霉素合用。 一旦出现全身
瘙痒和皮疹， 无论轻重都要立即
停止输注， 同时给予过敏治疗。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强强联合抗血栓 孕妇及哺乳期

抗生素当慎用

双黄连注射液
也要警惕过敏反应

������老王今年 79 岁， 患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
病近 20 年。 最近由于胸闷、 气急， 做冠状动脉
造影， 医生说不需要放支架， 但每天服阿司匹林
100 毫克 +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 毫克。 那么，
这些药物如何正确服用？ 服药期间注意些什么？

肝 炎
需寻因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