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岁的区大姐 1年前绝经后出现
精神抑郁、 阵发性潮热、 失眠健忘、
心烦易躁、 头晕、 气短、 自汗、 腹胀
纳差、 面色无华症状。 自我诊断为
“更年期综合征”， 自服更年安、 谷维
素 3 个月未见效； 1 个月前到某医院
就诊， 中医师诊断为郁证 （抑郁症，
更年期综合征）， 给予脑冷静糖浆口
服。 20 天后区大姐精神抑郁、 阵发
性潮热缓解； 30 天精神抑郁、 阵发
性潮热消失， 失眠健忘、 心烦易躁等

症状缓解。 继续巩固用药 1 个月， 嘱
积极参加文娱活动， 失眠健忘、 心烦
易躁、 头晕、 气短、 自汗、 腹胀纳
差、 面色无华消失。 随访 6 个月未见
复发。

本药由浮小麦、 甘草流浸裔、 大
枣、 甘油磷酸钠、 维生素 B1、 维生
素 B6 和维生素 E 组成， 具有健脾和
中、 养心安神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心
脾不足 （症见失眠健忘、 心烦易躁、
头晕、 气短、 自汗、 腹胀纳差、 面色
无华， 舌淡苔薄、 脉细缓而弱）， 以
及更年期综合征见上述证候者。

用法 口服 ， 每次 10~20 毫升 ，
每天 3 次， 7 天为 1 疗程。 阴虚内热、
痰热内盛 （症见潮热、 盗汗、 咳嗽、
痰黄等） 所致不寐、 抑郁证者慎用；
睡前不宜饮浓茶、 咖啡， 忌烟酒； 调

整好心态； 糖尿病者忌服。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

副主任医师 陈金伟

������据国内相关报道， 城市中大约
30%的育龄妇女对风疹病毒易感 ，
其中 1/5 可能发生风疹。 风疹是一
种病毒性传染病， 育龄妇女在怀孕
早期感染风疹后， 病毒可通过胎盘
传给胎儿而致各种先天性缺陷， 如

先天性白内障、 先天性青光眼、 先
天性心脏病以及耳聋等， 值得引起
高度重视。

迄今为止， 预防风疹最理想的
办法是接种风疹疫苗。 对过去未接
种风疹疫苗的 育 龄 妇 女 （ 16 ～24

岁）， 若在婚前或怀孕前接种风疹疫
苗， 则可在育龄期免于风疹的感染。

必须指出， 注射风疹疫苗后 3
个月内不宜怀孕， 否则疫苗中活的
风疹病毒可能毒害胎儿。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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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与流感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但以冬春季多见， 中成药是常用的
治疗药物。 近年来， 经大量研究与
临床应用表明， 连花清瘟胶囊治疗
感冒与流感有良好效果。

连花清瘟胶囊由连翘 、 金银
花、 炙麻黄、 炒苦杏仁、 广藿香、
红景天等 13 味中药组成， 汇聚了
治疗感冒、 流感等外感热病的 “麻
杏石甘汤”、 “银翘散” 经典名方，
药效强劲， 治疗感冒、 流感综合作
用优势大， 与其他治疗感冒的药物
相比， 具有以下五大优势：

广谱抗病毒 病毒是引发感冒
和流感的元凶 ， 治疗首先要抗击
病毒。 连花清瘟胶囊对感冒、 流感
的综合治疗优势首先表现为该药
具有广谱抗病毒的作用， 对多种
病毒都有抑制杀灭作用。 经大量
研究实验表明， 连花清瘟胶囊对
甲 型 流 感 病 毒 、 禽 流 感 病 毒 、
SARS 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 腺病
毒、 疱疹病毒等多种病毒均显示出
较强的抑制杀灭作用。

解表发汗 中医认为， 感冒、

流感是由外邪所引起的。 外邪侵袭
人体， 首先影响到人体的上呼吸
道， 导致鼻塞、 流鼻涕、 打喷嚏等
症状出现。 连花清瘟胶囊含有的解
表祛邪成分都是天然药物， 在消除
鼻塞、 流涕、 打喷嚏， 解表发汗退
烧的同时不会伤身体， 可帮助患者
轻松祛除感冒、 流感症状。

清火退烧 连花清瘟胶囊清泻
人体内火的疗效非常显著， 其所含
的石膏、 贯众、 金银花、 连翘等都
可以内清火热， 大黄更是清火的重
剂， 可以使体内蕴积的火毒通过大
便排出。 发烧的内在基础消失了，
体温自然会下降， 并且不会反弹，
嗓子疼、 周身酸痛等内火症状也会
随之痊愈。

增强免疫 连花清瘟胶囊的处
方中含有生长于西藏高原耐高寒、
耐缺氧植物红景天成分， 其具有增
强人体免疫机能、 强身健体的作
用， 可以增强感冒、 流感患者的体
质， 提高患者抗病康复能力， 具体
表现为能有效缩短病程， 康复快，
不反复等特点。

有效预防并发症 感冒、 流感
患者如果免疫力低下， 极易继发细
菌感染， 或导致病毒侵入内脏， 引
发肺炎、 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连
花清瘟胶囊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甲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球菌、 流
感杆菌等都具有抑制作用， 可以防
止感冒、 流感继发细菌感染， 有效
预防并发症。 经研究发现， 连花清
瘟胶囊不仅能杀灭细菌， 还能穿透
细菌生物膜， 抑制生物膜内的活菌
数量， 因此， 可用于治疗感冒、 流
感后引发的支气管炎、 肺炎、 慢阻
肺合并炎症、 间质性肺炎等各种肺
部炎症。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一项研究表明， 婴儿过
早用抗生素会增加过敏性疾
病发病率， 值得关注。

有英国科学家曾对 445
例关于小儿过敏反应进行研
究， 结果表明， 6 个月内使用
抗生素， 特别是多次用过广
谱抗生素的婴儿， 于 7 岁前
有近半数的儿童发生过过敏
性鼻炎、 湿疹和哮喘等过敏
性疾病。 反之， 6 个月内从未
用过抗生素的婴儿， 到 7 岁
时仅有不足 10%的儿童出现
过上述过敏性疾病。 得出结
论， 如果 6 个月以内的婴儿
过早用抗生素， 特别是广谱
抗生素的话， 那么其在 7 岁
前发生过敏性鼻炎、 湿疹和
支气管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
危险， 就会显著高于 6 个月
内从未用过抗生素的婴儿。

有医学专家认为， 婴儿
早期接触细菌可刺激机体的
免疫系统， 诱导耐受性而降
低过敏反应的敏感性。 假如
过早用抗生素则可使得免疫
系统发育受到抑制， 增强过
敏反应的敏感性， 容易对造
成机体对食物蛋白 、 花粉 、
化学物质和尘螨等产生抗原
抗体反应， 从而引起过敏性
疾病的发生。

因此， 如果没有适应症，
对 6 个月内的婴儿应禁忌使
用抗生素 ， 即使有适应症 ，
使用广谱抗生素也要小心谨
慎， 尽量选用抗菌谱较窄的
抗菌素如青霉素， 红霉素等，
不用四环素、 磺胺类和氯霉
素。 喹诺酮类和氨基甙类也
要谨慎使用。

彭骞

������读者刘东咨询： 我妻子
今年 58 岁， 最近单位体检
彩超发现卵巢有肿物， 怀疑
是肿瘤， 医生建议全面检
查， 包括胃肠镜、 全腹部的
CT 等。 我妻子比较惧怕胃
肠镜检查， 有点抗拒。 请问
为什么卵巢肿物要做胃肠镜
检查呢？

广西医科大学主任医师
黎淑贞回复： 卵巢肿瘤种类
复杂， 变化多端。 一般越容
易发生肿瘤的器官成为转移
部位的可能性愈小， 但卵巢
却是个例外， 当来自身体其
他器官的原发性恶性肿瘤转
移到卵巢上， 特称为卵巢的
“转移性肿瘤”， 约占卵巢肿
物的 20%。

几乎任何部位的原发性
恶性肿瘤， 都可转移至卵巢，
其中胃、 大肠及乳房的原发
癌， 较其他器官的癌瘤转移
到卵巢的倾向更大， 占卵巢
转移瘤的 80%， 80%的卵巢
转移瘤为双侧生长。 在极少
数的情况下， 原来的肿瘤表
现不明显， 反而是卵巢的转
移瘤表现明显， 这个时候就
需要多加鉴别， 才能制定更
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
家
庭
用
药 连花清瘟胶囊

婴儿过早用抗生素
易患过敏性疾病

婚前半年最好接种风疹疫苗

脑冷静糖浆

五大优势治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