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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 ，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 《关于调整板
蓝根泡腾片等 19 个品种管理
类别的公告》。 调整之后， 板
蓝根泡腾片等 18 种药品由处
方 药 转 换 为 非 处 方 药
（OTC）； 伤湿止痛膏已不符
合目前乙类非处方药确定原
则， 由乙类非处方药转换为
甲类非处方药。

药品 “处转非” 后， 消
费者就可以像买菜一样买药
了吗？ 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
管部门提醒， 非处方药也是
药， 是药三分毒， 并非完全
没有安全隐患， 市民千万不
要只凭药品名称就乱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这 18 个
处方药转非处方药的药品中，

有 3 个为 “双跨类别” 药品，
包括大众熟知的板蓝根泡腾
片、 麦味地黄胶囊、 蒲地蓝
消炎片。

所谓 “双跨类别”， 是指
一个药品既是非处方药又是
处方药。 界定 “双跨” 药品的
身份主要是看其说明书适应
证。 目前我国双跨药有 2000
多种。 例如， 常见的阿司匹林
就是双跨药， 作为非处方药，
适应症是解热、 镇痛， 解热只
准服用 3 天 ， 止痛只能用 5
天。 而其 “变身” 处方药时，
须在医生指导下， 可治疗风
湿、 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心血管
疾病等， 可长期服用。

（综合 《扬州晚报》
《羊城晚报》）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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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精力差 、 免疫力低下 、
前列腺疾病不断影响身体健康。 金玛
卡光波裤集人体工程学、 生命科学、
绿色环保、 卫生健康、 保健理疗原理
及传统中医学等诸多理论为一体， 促
进免疫力、 提高机体抗病力， 保护中
老年健康。

中老年来电发放通知
开创健康新概念， 活动期间可来

电领取金玛卡光波裤， 勿失良机。

金玛卡内裤免费领取

领取
热线：400-9951-784

������彭筱平从医 23 年以来， 始终
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 有危重患者
需要治疗时总是随叫随到， 抢救
了成百上千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的生命， 介入手术量及手术成功
率位居湖南省中医行业前列。 他
高超的医术和严谨的行事风格 ，
赢得了患者的高度信任， 许多患
者都慕名从外地赶来就医。

坚持以学科发展为主线
2010 年 9 月， 彭筱平担任湖

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
医院心内科主任一职， 他坚持以
学科发展为主线， 严把医疗质量
关， 使得开展手术的范围和技术
含量明显提升， 该院心内科在周
边地区的声誉也不断提高 。 2015
年初， 湖南省中西结合心脏病诊
疗中心 （湘东片） 创建成功， 让学
科发展踏上新台阶。 该中心按照
“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 的医改基本要求， 与区
域内医疗机构实行双向转诊和对

口帮扶 ， 为加快推
进分级诊疗制度的
实施和对口帮扶机
制的建立 ， 以及实
现湘东片中医医疗服务一体化作
了有益的尝试。

作为上级医师， 彭筱平还特别
重视科室内涵建设， 坚持每周 2 次
业务查房， 定期组织疑难病例讨
论， 认真指导下级医师开展诊疗活
动， 多年来科室无重大差错及医疗
事故发生。 彭筱平曾多次领衔修订
专科疾病的中医诊疗方案和临床
路径， 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优化。

同时， 彭筱平也非常重视学科
人才队伍的建设， 他定期组织科内
业务学习， 把学术讲座与临床病例
结合起来， 活跃了科室的学术氛
围， 将心内科逐渐建设成为一个
“学习型科室”。

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好学
2008 年 9 月， 彭筱平被确定为

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
人， 师承湖南省名中医石琴大主任
医师， 系统地继承石老学术思想、
临床经验， 努力研读四大经典， 并
结合自身心得研制出 “暖心膏 ”
“通脉养心胶囊” 运用于临床。

2012 年始， 彭筱平担任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项目 《石琴大名老中

医工作室》 负责人 ， 全面 、 系统
地总结了石老有关心病的临证经
验， 并整理出版著作一部 《石琴
大医案精华》。 2016 年 6 月， 《石
琴大名老中医工作室》 项目验收被
评为优秀。

在传承中医的同时， 彭筱平也
注意从现代医学中汲取营养， 先后
于 2007 年在湘雅二医院、 2009 年
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心内科、 心脏
介入， 牢牢把握专科发展动向， 紧
跟国际、 国内前沿， 开展新技术。

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 彭筱平
仍挤出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科内科
研氛围浓厚， 他本人主持的 5 项科
研项目 （其中 2 项为省级项目），
在中医药治疗心衰方面颇有成果。
其承担湖南省科技厅项目 《五苓散
合用利尿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阳
虚水泛型） 的临床研究》， 利用中
医药优势弥补了目前西医规范治疗
下的不足之处， 切实解决了临床中
所遇到的实际难题， 提升了中医药
服务能力， 彰显了中医特色优势。

2017 年， 彭筱平被评为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湖南省卫生工会 供稿）

������最近， 不少微信公众号开始
疯传一种 “低碳水化合物摄入减
肥法”， 号称是国外最流行的减肥
法， 不少明星都是靠这种方式减
肥成功的。 但这种疯传的网红减
肥法真的靠谱吗？

什么叫 “低碳水化合物摄入
减肥法”， 其实就是通过严格限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不吃任何淀
粉类、 高糖分的食品， 只吃高蛋
白的食品， 从而控制碳水化合物
的摄入量， 将人体从消耗碳水化
合物的代谢转化成以消耗脂肪为
主的代谢模式。

不用控制饮食， 舍弃掉无味
的白米饭， 改为天天主要吃各种
肉类 ， 对于想减肥的人群来说 ，
这种方式听上去完全没有痛苦 ，
而且不用配合食用任何减肥药 ，
甚至不用坚持到健身房锻炼， 省
钱又省心， 还有明星们的成功案
例， 自然让不少期望减肥的人趋
之若鹜， 27 岁的李航就是其中一
员。 据李航介绍， 自己采用这种
减肥法已经半年了， 最初的确有
效果， 但总体来说， 减肥效果并
不如想象中显著， 有瓶颈、 还很
缓慢。

对此， 重庆乐康健身中心健
身教练张雪表示， 这种方式短期
内的确有效果， 但并非大家想象
的减掉了脂肪， 而是通过改变饮
食结构， 对我们自身的激素进行
调节， 加上血糖变化的影响， 的
确可以减肥。

但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供能的
最主要来源， 大大削减碳水化合
物的摄入会造成身体供能不足 ，
容易出现精神萎靡 、 记忆力下
降 ， 甚至对肝脏造成严重负担 。
当长期身体能量不足时， 我们的
身体就会动员自身储存的脂肪 、
蛋白质水解提供能量， 导致代谢
产物中酮体增加 。 随着酮体增
加， 患者会出现酮症酸中毒， 严
重时会出现类似糖尿病酮症的相
关症状。
（《重庆晚报》 5.3， 龙玉玲 /文）

———记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彭筱平
�������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23 年，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彭筱平始终牢记“生命相
托、 健康所系” 的神圣誓言， 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刻苦钻
研技术业务， 以仁者爱人的品德感动每一位患者， 以科
学严谨的作风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医护队伍。 他不仅是心
内科的学术带头人， 更是广大患者的贴心人。

■健康故事

������刘女士 2 岁多的儿子最近患上感冒，
经过近 1 周的治疗痊愈了， 却依然哭闹
不止， 到医院一查， 原来是感冒的 “副
产品” 中耳炎在作怪。

1周多前， 刘女士的儿子侃侃因为着凉
感冒了， 经过 1 周的药物治疗和生活调理
后， 感冒症状消失， 但侃侃还是不时捂着耳
朵啼哭， 喊叫耳朵疼。 刘女士带孩子到厦门
前埔医院就诊， 经五官科林晓青主任检查，
确诊孩子得了中耳炎。 林晓青解释说， 孩子
洗头洗澡耳朵进水只是诱发中耳炎的原因
之一。 人体中耳部有条通往鼻咽部的 “咽
鼓管”， 而小儿咽鼓管又较短、 宽直呈水平
位， 因此在感冒引发咽炎、 鼻炎时， 细菌
就容易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炎症。

小儿患上中耳炎后， 主要表现为鼓
膜充血， 耳朵疼痛， 严重的还会出现化
脓甚至鼓膜穿孔。 年纪大的孩子可以明
确地告诉家长耳朵疼痛， 年纪小一些不
会表达的孩子， 就很容易延误病情。

（《厦门日报》 5.8， 刘蓉、 彭钦平 /文）

儿童患上中耳炎
感冒好了还哭闹 18种药品由处方药

转换为非处方药

■政策快递

低碳水减肥法靠谱吗？彰显中医诊治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