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情好转就停药、 长期服药会
“变傻”、 成瘾……以下是关于抑郁
症的三大常见用药误区及说明。

误区一： 病情好转就停药。 我
们在做科普宣传的时候， 常说抑郁
症是心灵的感冒， 很多患者就认为
抑郁症像感冒一样， 治疗一两个星
期就好了， 就可以停药， 这是非常
错误的做法。 新版 《中国抑郁障碍
防治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
提出， 抑郁症需要通过三个阶段来
治疗。 第一个阶段是急性期， 一般
是 8～12 周的抗抑郁治疗， 急性期
大部分患者都能够有效缓解。 接下
来是巩固期， 为 4～9 个月， 继续巩
固疗效。 巩固期结束以后还有一个
维持期， 没有太多循证医学说维持
期多长时间是最好的， 但指南提出
是 2～3 年， 就是说通过急性期治
疗、 巩固期治疗， 再维持治疗 2～3
年， 这样对于首次发作的抑郁症患
者， 复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抑郁症治疗后反复发作 3 次以
上， 或者每次治疗好了， 但还有一
些残留症状的患者， 就可能需要长
期服药。 抑郁症本身就是一种复发
率 （50%以上） 很高的疾病， 所以
必须遵医嘱足量足疗程治疗。

误区二： 长期服药会“变傻”。
临床上经常有人会问， 吃完抑郁药
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傻？ 其实不会，
之所以给大家这样的印象， 可能有
两个原因 ： 第一就是传统抗抑郁
药， 特别是早些年用的抗抑郁药，
比如三环类抗抑郁药、 四环类抗抑
郁药， 相对来说疗效还可以， 但确
实副作用会大一些， 患者吃了以后
不舒服， 可能会显得迟钝一些。 第
二是一部分患者分不清抗精神病药
和抗抑郁药， 一些早年的抗精神病
药， 吃完以后确实显得很迟钝。 现
在新型的抗抑郁药疗效很好， 副作
用更少 ， 能有效改善注意力不集
中、 记忆力下降、 健忘等抑郁症临
床表现。

误区三： 长期吃抑郁药会成
瘾。 首先肯定地告诉大家， 抗抑郁
药没有成瘾性， 一种药有没有成瘾
性， 是由药品的化学性质决定的。
在精神科， 特别有成瘾性的药物是
大家熟知的安眠药， 大部分安定都
有成瘾性， 所以不建议长期吃。 抑
郁症有时伴有焦虑情绪， 抗焦虑时
大部分选择的是苯二氮卓类药物，
这类药是有成瘾性的， 当然医生也
不会让患者长期用抗焦虑药， 一段
时间焦虑症状减轻了就可以停药。
一部分患者治到最后觉得好了， 就
把药停了， 停药以后会出现焦虑不
安等情绪， 我们叫撤药反应， 就是
药可能撤得太快了导致的， 和成瘾
没有关系。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
主任医师 牛雅娟

湖南省食品药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荣誉出品

14 药械指南
２０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编辑：袁小玉 邮箱：yuanxy123@126.com 版式：谢敏智

������随着全民运动的推广， “燃烧
卡路里”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
惯， 随之而来的是横纹肌溶解综合
征发病率的升高。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一类因各
种原因引起的横纹肌细胞受损， 而
使细胞膜的完整性发生改变， 肌细
胞内容物释放进入细胞外液及血液
循环， 并可致死的临床综合征。 横
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理生理目前尚
未十分明确。 有报告显示， 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的发病与细胞产能减少
及质膜破裂， 导致细胞内游离钙离
子水平升高有关。

临床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
者因服用降脂药及过量运动多见，
而外伤者少见。

有研究表明， 他汀类降脂药可
通过降低肌膜胆固醇， 消耗异戊间二
烯化合物， 损伤线粒体功能， 抑制泛
素或辅酶 Q 合成， 导致基因中某些
蛋白突变， 最终使细胞能量耗竭、 钙
稳态破坏而出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贝特类降脂药作用于线粒体某些环
节， 而耗竭细胞能量， 增加细胞膜的
通透性及不稳定性， 使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升高， 而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美国 FDA 也曾发出过辛伐他
汀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风险升
高的警告。

但就目前而言， 降脂类药物在
临床上抗动脉粥样硬化有不可替代的

效果。 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发病率
只有大约万分之一。 故临床上对于药
物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防治做
得并不是很深入， 更多的是研究如何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首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在首
次服用降脂类药物前到医院完善相
关检查后， 遵医嘱规律用药。 如服
用降脂药后出现肌肉持续性肿胀、
疼痛、 无力、 尿液呈 “酱油色”，
建议停止用药， 并尽早到医院就
诊。 如能在疾病早期诊断， 并进行
相关的治疗， 比如阻止进一步的肌
肉损害， 纠正低血容量和肾脏缺
血， 促进肌红蛋白从肾脏排出， 进
行血透等对症支持治疗。 在疾病未
发展为肾功能损伤前及时诊治， 临
床恢复情况还是非常可观的。

除了降脂药引起的不良反应，
过度运动所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综合
征， 在国内外均有相关文献的报告。

而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是，
在服用降脂类药物后进行过度运

动， 更是横纹肌综合征发病的常见
情况。 虽然目前暂无相关指南明确
在服用降脂类药物后过量运动而对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有诱发效果， 但
是诸多的临床实例和实验已证明，
二者起到了 “1+1＞2” 的作用。

那么， 我们该如何在服用降脂
药物和运动之间做一个权衡呢？ 服
用降脂药多久之后运动才是安全的
呢？ 对此， 在临床上没有绝对的安
全。 一旦患病， 就是百分之百。 我
们能做到的只是降低风险， 比如在
药物的半衰期之后进行适量的、 适
合自己的运动， 遵医嘱服药， 避免
服药、 酗酒、 过量运动同时出现。

运动跟降脂本该是一个协同的
作用。 我们应该在健康或者亚健康
时通过适合自己的运动来降脂， 而
不是当我们患病了， 在口服药物时
再 “发愤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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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奥希替尼
通用名： 克唑替尼胶囊
制剂与规格： 胶囊： 200mg、

250mg
������适应证： 1.间变性淋巴瘤激
酶 （ALK） 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性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患者
的治疗。 2.ROS1 阳性的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 （NSCLC） 患者的治疗。

合理用药要点：
1. 用药前必须明确有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ROS1 或
ALK 检测方法检测到的 ROS1 阳
性或者 ALK 阳性。

2. 治疗过程中影像学显示缓
慢进展但临床症状未发生恶化的
患者， 可以继续使用原药物； 发
生局部进展的患者， 可以继续使
用原药物加局部治疗； 对于快速
进展的患者， 建议改换为其他治
疗方案。

3. 用药期间必须注意常见的

肝功能异常和视觉异常， 在治疗
开始的最初两个月应每周检测一
次， 之后每月检测一次患者的肝
功能， 严重肝损伤患者禁用。

4. 如果患者出现美国国立癌
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
（NCICTCAE， 第 4.0 版） 规定的
严重程度为 3 级或 4 级的不良事
件， 需一次或多次减少剂量， 按
以下方法减少剂量： ①第一次减
少剂量： 口服， 200mg， 每日两
次； ②第二次减少剂量： 口服，
250mg， 每日一次； 如果每日一
次口服 250mg 克唑替尼胶囊仍无
法耐受， 则永久停服。

5. 目前 CYP3A 抑制剂对稳
态克唑替尼暴露量影响程度尚不
确定 。 克唑替尼是一种 CYP3A
的中度抑制剂。 体外研究表明，
尽管克唑替尼是 CYP2B6 底物代
谢的介导抑制剂， 但在临床上不
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

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018 年版）

（一） 呼吸系统肿瘤用药

运动前服用降胆固醇药

当心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抑郁症的
三大用药误区

������近日， 国家药监局发布 《关于
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特酚伪麻片和特
洛伪麻胶囊的公告 （2018 年第 92
号）》。

国家药监局表示，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四十二
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 第四十条规定， 经组织
再评价， 认为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
麻胶囊存在心脏毒性不良反应， 使
用风险大于获益， 决定自即日起停
止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在我
国的生产、 销售和使用， 撤销相关
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国家药监局要求， 已上市销售
的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由生
产企业负责召回， 召回工作应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召回
产品由企业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监督销毁。

根据国家药监局给出的资料，
这两个产品涉及两家药企， 分别是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石药集团欧
意药业有限公司。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两种感冒药停用停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