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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用抗生素治感冒了吗
九成感冒是病毒感染，阿莫西林、青霉素等抗生素对其没疗效
□记者 刘一梦

细菌耐药已成为全球性最
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
临床医生处理细菌感染最为棘
手的问题。据统计，每年有 20 万
中国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
中，因抗生素滥用造成的死亡率
占到 40%。中国三分之一的残疾
人属于听力残疾，而 60% 到 80%
的致聋原因与使用抗生素有关。

阿莫西林等抗生素

不等于消炎药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将抗
菌药物、抗生素及消炎药之间的
关系搞混，认为抗菌药物=抗生
素=消炎药，其实这种认知是错
误的。“事实上，抗生素指由细
菌、真菌或其他微生物在生活过
程中所产生的具有抗病原体或
其他活性的一类物质；抗菌药物
是指对细菌、真菌、结核分枝杆
菌、支原体等有抑制或杀灭作用
的一类药物。抗菌药物和抗生素
的概念有区别也有部分重叠。”
省立医院医务部负责抗菌药物
管理的工作人员张静介绍，消炎
药是指能够消除机体炎症反应
的药物，也称抗炎药，有糖皮质
激素类及非甾体类抗炎药两大
类。激素类主要有泼尼松、地塞
米松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主要有
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等。

常见的抗生素有青霉素、阿
莫西林、红霉素、头孢菌素类、左
氧氟沙星和链霉素，除了通过咨
询医生和查阅说明书外，也可以
从药盒上的标注进行区别，当标
注的适应症为“治疗感染”或“治
疗某某菌引起的疾病”时可判断
为抗菌药物。

90% 的感冒用抗生素无效

“抗生素适用于细菌感染，
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救命药。但
是，它们对感冒等病毒性感染并

不起效果。”张静说，当我们抵抗
力下降时，容易受到细菌侵犯，
引发感染，抗生素可以在此时派
上用场。

除了病毒性感冒，很多感染
及炎症也并不是由细菌感染引
起的，抗生素“不对症”，自然无
效。“约 90% 的感冒由病毒引起，
急性支气管炎、咽喉炎、腮腺炎
等常见病通常也不需要使用抗
生素。即便是得了由细菌引起的
疾病，患者也需要经过检查后使
用合适的抗生素，不能随意使

用。”张静说，大多数抗生素是处
方药，要凭医生处方购买和服
用。

抗生素使用不当

损害人体器官

抗生素能抑制或杀灭细菌，
但使用不当可能导致细菌耐药
性的发生。也就是说，细菌变得
越来越不“怕”抗生素了。“细菌
与抗生素接触后，通过改变自
身的代谢途径等方式，使其不
被杀灭，就是细菌耐药性。”张
静说，抗菌药物是对抗细菌感
染的有力武器，然而细菌耐药
正在使这个武器失去效力，如
果不保护它，我们将面临无药可
用的局面，人类的健康将受到极
大的威胁。“作为老百姓，保护抗
生素就是自觉抵制不合理用药
行为，要做到不随意买药、不任
意服药、不随便停药以及不要求
医生开药。”

另一方面，抗生素在杀菌同
时，也会影响肝、肾脏等人体器
官功能，尤其是长期使用抗生
素，对人体器官的损害很大。据
统计，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残疾人
属于听力残疾，而 60% 到 80% 的
致聋原因与使用抗生素有关；每
年有 2 0 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
应，其中，因抗生素滥用造成的
死亡达 40%，滥用抗生素对学龄
前儿童的伤害最大。

许多家庭常常自备常见病
的药品，以便患头疼脑热、消化
不良等毛病时能及时用药，但不
少药品都会因为病症好转或用
量少而剩下闲置，最后只能放过
期。然而过期药如果处理不当或
者误食，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
的危害非常大。

“药品有效期是人为设定
的一个相对时间限，过期后可
能引起的副作用不能忽视。”卫
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专家孙
忠实说，过期药的药效通常会
有三种表现，第一，基本没变。
现在很多片剂的化学药品都比
较稳定，所以有可能过期后药
效也不会减弱。“不过这需要由
专业人员来判断，普通百姓最
好放弃使用。”

第二种，药效减弱。孙忠实
介绍，“比如青霉素等抗生素，
稳定性较差，很容易减效或失
效，过期后服用可能造成病情

的延误。还有用于心绞痛急救
的硝酸甘油，挥发性强，一旦过
了有效期或因保存不当导致失
效，可能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
价。”此外还有一些药过期后会
造成毒性增加，如疫苗、血清等
药物。

“过期药还能不能吃，是否
会危害到健康，还应从性状上观
察变化。”孙忠实表示，有些药物
因为保存不当，该冷藏的没冷
藏，该密封的不密封，很可能还
没过期，就已经变质。比如，糖浆
可能会发霉，中药蜜丸也可能生
虫、变干。

此外，过期药处置不当还会
诱发疾病，比如青霉素如果散发
到空气中，可能诱发青霉素过
敏；一些粉剂若不慎沾到皮肤
上，会引起皮肤红肿、溃烂等。而
如果大量的过期药扔到生活垃
圾站里，并随土填埋，还会对土
壤以及水源造成巨大危害。

药物种类这么多，哪些最容
易过期、变质？专家表示，通常以
下几类药比较“娇气”。

液体类：如注射液、眼药水、
糖浆等，生产工艺决定了它们的
药物成分比固体状态更不稳定，
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维生素类：如维生素C含有
抗氧化剂，接触空气易发生氧
化，维生素A和维生素D遇光和
空气易分解失效。

抗生素类：如青霉素类、头
孢菌素类、氨基苷类、氯霉素类
等都较容易失效或降解。

生物制品类：如胰岛素、人
血白蛋白、各种疫苗等，容易因
环境变化失去生物活性。

其他如硝酸甘油等：这类药
品也容易被氧化或分解而变质。
因此除了严格按照存储方法放
置外，还应经常查看有无性状变
化等变质表现。

据《生命时报》

儿童抗感染药
不良反应居高不下

老年人和儿童是两个特殊
的用药群体，特别是儿童用药
安全问题特殊而复杂，儿童用
药中的不良反应问题也不少。

“ 2016 年报告的儿童药品
不良反应事件中 ,化学药占
84 . 0%,其中抗感染药占 76 . 5%，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国家食
药监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处
长田春华表示，通过近年对于
抗感染药物临床用药控制，我
国成人抗感染药物的不良反
应报告事件降至 45% 以下，但
儿童的不良反应事件仍然居
高不下。儿童抗感染药物的使
用过去以抗生素为主，现在抗
病毒药物出现的不良反应比
例也很高。

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
主任魏京海介绍，我国国内适
合儿童的剂型偏少，家长海淘
药物越来越多，21 . 59% 家长有
海外购药经历。以北京儿童医
院 2013 年的调查为例，86 . 4%
的儿童误服药物中毒发生在
家庭。 据《健康时报》

专家建议，家里的小药箱
应该经常检查，及时清理过期
药。清理出来的过期药，可以送
到定点回收处，也可以拿到附
近的药店，请药师帮忙销毁。

家中过期药较少的，可自
行分类处理。口服片剂、固体
制剂、胶囊等，比如感冒药、抗
感染药，可以用水溶解后冲到
下水道或丢到垃圾桶里；液体
药物，如眼药水、外用药水、口
服液等，可以把里面的液体分
别倒入下水道冲走，不要混
杂；眼药膏等膏状药物，挤出
来收集在信封内，封好后丢
弃；喷雾剂药品应该在户外空
气流通较好的地方，彻底排空
丢掉，避免接触明火；抗癌药、
治疗血液科疾病的药物则比
较危险，对人体及环境危害都
比较大，最好送回医院，不要
自己处理。 据《生命时报》

对很多疾病而言，正确使用
激素是通往健康的桥梁。例如在
皮肤科，皮炎平等软膏或霜剂用
途广泛；呼吸科和耳鼻喉科常用
吸入性激素治疗哮喘、鼻炎等疾
病；口服强的松等可治疗内分泌
科的一些疾病，有时还需要通过
激素输液缓解患者病情。但激素
的副作用成了这座桥梁上的绊
脚石，如果使用时不注意，就容
易摔跟头，这也让许多患者“谈

激素色变”。
激素类药物的作用原理和

途径有所不同，但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引起相同的问题，如引起骨
质疏松、血压升高、降低人体抵
抗力等。长期用激素可能使身体
脂肪重新分布，出现脸突然变
圆、躯干肥胖、四肢瘦小等体态
改变。最严重的不良反应是诱发
和加重感染，这是因为激素虽然
可以消炎，但不具备抗菌作用。

此外，常用激素还可能增加患糖
尿病的风险，这与它能增加食
欲、增加体重、胰岛素抵抗加重
等因素有关。

规律服用激素的患者应注
意周围环境卫生，保持皮肤、口
腔清洁。避免皮肤黏膜损伤，防
寒保暖，增强体质。避免到人群
拥挤、嘈杂的地方。用激素期间，
如果发现食欲增加，首先，应根
据医生的指导加以控制；其次，

应减少甜食，如糖果、蛋糕等点
心，以及香蕉等高糖水果摄入，
否则容易引起血压升高；最后，
要适当增加运动量。需要用较高
剂量治疗的患者应监测血糖水
平，并尽可能采取最低的治疗剂
量维持效果。如出现感染症状应
及时就医。

除此之外，专家建议，很多
外用激素药膏其实可以用中药
药膏替代掉，在不必要非使用
激素药膏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随
意使用。

据99健康网

使用激素类药物时要少吃甜

处理过期药
不能一扔了之

延伸阅读

药物过期后毒性可能更强

不要同时服用
多种感冒药

进入冬季，也进入了感冒
的多发期。普通感冒一般 5-7
天可自愈，症状较轻无需药物
治疗；当症状明显影响日常生
活时，可用感冒药缓解症状，
并适当卧床休息。

至于如何选择感冒药，则
要根据症状来。一般来说，鼻
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可以
选用含氯苯那敏和伪麻黄碱
的药物；咳嗽可选择含可待因
和右美沙芬的药物。如有发热
症状，若体温≥ 38 . 5 ℃，伴有
头痛、头晕、全身肌肉酸痛，可
选择乙酰氨基酚、布洛芬；若
体温<38 . 5 ℃，且不伴其他症
状，物理降温即可。而如果以
上症状都有，可选用含解热镇
痛+缓解鼻塞+止咳成分的复
方感冒药。

需注意，不要同时服用几
种感冒药。虽然市面上感冒药
的种类繁多，但成分大致相
近，同时吃好几种，可能因药
物剂量的叠加导致药物过量，
造成肝功能损害。据丁香医生

柚子并非药物公敌
近日，“吃完药再吃柚子可

能会猝死”的观点在网上流传。
据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介
绍，从科学层面严格来讲，“服
药后再吃柚子等于服毒”的说
法并不准确。

葡萄柚所含有的呋喃香豆
素类物质主要局限于小肠与药
物发生相互作用，通常在口服
药的情况下会受其影响，与葡
萄柚不能同食的药物主要有：
降血脂药、二氢吡啶类降血压
药(如硝苯地平)、部分镇静安眠
药、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部
分抗癫痫药(如卡马西平)等。

分析来看，只有葡萄柚在
与部分药物同服时才会引起不
良反应，食用量和药品的食用
量达到反应剂量才会引起相应
的中毒反应，反之则没有任何
影响。 综合

抗生素是处方药，要凭医生处方购买和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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