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婴幼儿来说， 母乳
是最好的天然食物， 越来越
多的人也知道母乳喂养的重
要性。 但在日常生活中， 哺
乳期妈妈往往会因为一些疾
病而不得不服用药物 ， 那
么， 服药后到底能否继续哺
乳呢？ 请听专家怎么说。

·哺乳期妈妈因某些疾
病需要服用利巴韦林、 四环
类抗生素、 含雌激素的口服
避孕药、 安乃近等药物时，
应暂停哺乳， 一般 5 个药物
半衰期后即可恢复哺乳。

·青霉素类和头孢类抗
生素可在医生的指导安全使
用， 对哺乳基本没有影响。

·某些有滋阴养血、 活
血化瘀、 促进子宫收缩和预
防产褥感染作用的中药会随

血液进入乳汁中， 使使乳汁
变黄， 或有回奶作用， 如大
黄、 炒麦芽、 逍遥散、 薄荷
等， 孕妇应慎服。

· 尽可能选择单方制
剂， 慎用复方制剂， 因为复
方制剂的药物成分比较复
杂， 有些成分会对宝宝有影
响。

·服药时注意调整喂奶
时间， 最好在哺乳后立即服
药， 服药后注意多喝水， 以
促进药物代谢排出体外， 并
且要尽可能推迟下次喂奶时
间， 至少间隔 4 小时， 这样
可以使乳汁中的药物浓度降
到最低， 对婴幼儿的影响也
降至最低。

湖南省儿童医院药学部
药师 向晓琴

������根据 《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安
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决
定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
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

一、 口服固体制剂每剂
量单位含羟考酮碱大于 5 毫
克， 且不含其它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或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的复方制剂列入第一类

精神药品管理。
二、 口服固体制剂每剂

量单位含羟考酮碱不超过 5
毫克， 且不含其它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或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的复方制剂列入第二类
精神药品管理。

三、 丁丙诺啡与纳洛酮
的复方口服固体制剂列入第
二类精神药品管理。

据国家药监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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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药物， 老年人发生不良反
应几率比年轻人高吗？

老年人服药产生的不良反应几率
确实比年轻人高。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
增加， 老年人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逐
渐衰弱， 比如肾功能， 到了七八十岁
时大约只有年轻人肾功能 40%～60%的
功效， 胃肠功能也会减弱， 导致胃酸
分泌不足、 肠蠕动减慢， 同时肝功能
也会减弱， 肝脏解毒的能力随之下降。
这种情况下， 相同剂量的药物， 在老
年人体内代谢的速度更慢， 药物在血
液中的浓度更高， 而排出体外的时间
相对更长。 综合来说， 发生不良反应
的几率也就更高 ， 用药也需更谨慎 ，
比如剂量上应相应调整， 通常 60 岁到
80 岁， 一般吃成人剂量的 4/5 甚至 3/
5， 80 岁以上者服儿童剂量甚至 1/2。
具体应根据老年人体检情况 （肝肾功
能、 体重等） 来调整剂量， 减少不良
反应发生。

输液好得快， 吃药好得慢吗？
老人感冒发烧、 头疼脑热， 许多

家属带其到医院看病， 觉得打针是个
好主意， 认为好得快， 这种观点是完
全错误的。 我们提倡用药的话， 是能
口服就不输液 ， 对于老人尤其如此 。
这是因为输液的药物会直接进入血液，
还可能跟着血液进脑， 其不良反应远
远高于口服或外用药， 而口服药经过
胃部， 胃酸会对一部分药物进行解毒，
肠道也会吸收一部分毒素。

老人最多同时服用几种药物， 如
何避免药物不良反应？

老年人往往存在多病共存， 多重
用药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老
人一次吃药最好不超过 5 种。 相关数
据显示， 吃 5 种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10%或以上， 超过 6 种药物可能
高于 25%， 有的老人在不同医院开药，
如果吃药 30 种 ，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00%。 因此， 老人在控制住症状的基
础上， 药还是吃得越少越好。 至于药
物具体如何搭配， 建议还是咨询医生
或药师。

多种药物同时服用， 可能在体内
产生 “打架 ” 现象 ， 导致疗效降低 ，
甚至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 如果老人
确实需要服用多种药物， 建议将这些
药物间隔开服， 比如中药和西药， 服
药间隔一两个小时； 有些药需要饭前
或者饭后服 ， 那么就间隔开来服用 ；

有的一天吃一次的药， 比如降压药、 利
尿药、 降脂药等， 最好错开服用， 具体
是早上还是晚上服， 可根据服药的便
利性来决定， 比如利尿药最好早上服，
晚上服容易导致起夜， 影响睡眠， 降压
药或者降脂药就可以安排到晚上， 这样
就错开了时间。

老人看牙医， 需要告知用药情况
吗？

老人往往服用多种药物， 拔牙时可
能引发出血或心梗， 比如许多老年人常
用的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等均可引起出
血， 因此在拔牙前应及时告知医生平时
的用药情况， 如服用以上药物， 需要停
药一两天后再进行拔牙。

病好了是否立即停药？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如果是一些急性病， 比如咳嗽、 便秘、
过敏等， 一般症状缓解即可停药， 比如
咳嗽开了 30 片复方甘草片， 如果服用
10 片症状停止了， 就可以停药。 但许
多药物都是讲究疗程的， 必须按照医
嘱服药， 否则如果没有服够疗程很容
易复发。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等
慢性病必须坚持服药， 有的患者通过锻
炼体重降低了， 血压和血糖也控制住
了，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减药， 切
不可自行减药。

别人有用的高血压药， 我也试试可
以吗？

高血压药物种类繁多， 不同人群应
遵医嘱选择合适的降压药， 如果不根据
体质选服， 可能会导致眩晕、 腿肿、 咳
嗽不止等不良反应。

服用哪些药物需要预防药物性跌
倒？

老年人服用精神类药物、 安眠药、
抗过敏药物、 降压药、 降糖药、 止痛
药、 感冒药 （含抗过敏成分） 等后最好
不要进行运动。 尤其服用精神类药物、
安眠药以及抗过敏药需要引起高度注
意， 避免服药后发生药物性跌倒。

老人如何管理家庭小药箱？
首先， 不建议老人在家自备过多的

药品， 以防使用不当造成不良反应。 第
二， 口服药和外用药一定要分开放置。
有些特殊药品需要单独储存， 比如放冰
箱或者阴凉、 避光保存。 此外， 不要丢
掉药品的包装， 以防错服。 最后， 需要
注意药品的有效期， 失效的药品应及时
丢弃。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 胡欣

������药品的有效期是指药品
在一定的贮存条件下能够保
持质量的期限。 某些药品稳
定性较差， 在贮存过程中药
效降低， 毒性增加， 甚至不
能药用。 因此， 药品的效期
对药品保管十分重要， 为保
证药品的安全有效， 必须按
效期进行管理， 过期的药品
不得再使用。

目前药品包装各异， 效
期标示不同， 因此， 如何正
确识别药品的有效期， 对保
证用药的安全至关重要。 以
下分别介绍国产药、 进口药
有效期的识别方法。

国产药 1.直接标注有效
期。 若标注到日， 为起算日
期对应年月日的前一天； 若
标注到月， 应为起算月份对
应 年 月 的 前 一 月 。 例 如 ：
“有效期 ： 2015 年 8 月 31
日”， 表示该药可用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 ； “有效期 ：
2015 年 8 月”， 表示该药可
用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2.
直接标注失效期。 指该药在
该年该月的第一天即失效。

例如： “失效期： 2015 年 8
月”， 表示该药可用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3.只标注有效
期为几年。 根据批号推算，
如生产批号为 20150831， 有
效期 24 个月 ， 则有效期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 该药品
用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

进口药 大部分进口药都
有中文标识的效期， 仅有少数
用英文表示， 其常用的有效期
有 ： Storage life、 Stedilty、
Validity、 Use before 等； 失效
期有 Expiry date (Exp、 date)、
Expiration date、 Expiring、
Use-before。 各国的效期表示
因习惯不同而略有不同， 以失
效期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例，
欧洲按 “日-月-年” 的顺序排
列， 即 Exp date: 31.Aug.2015
或 31.8.2015； 美国按 “月 -
日-年 ” 顺序排列 ， 即 Exp
date: Aug.31. 2015 或 8.31.
2015； 日本按 “年-月-日 ”
顺序排列， 即 Exp date: 2015.
Aug.31或 2015. 8.31。

湖南省儿童医院药学部
副主任药师 赵昕

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
将列入精神药品管理

学会识别药品有效期

老年人
安全用药八问

�������老年人由于年
龄、 自身基础疾病等
原因， 往往需要长期
服用药物。 对于长期
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
说， 如何安全合理地
用药呢？ 以下是老年
人服药过程中常见的
一些问题和解答。

哺乳期用药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