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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不喝酒，这个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但是开车不吃药，了解的人并不多。朝阳医院药事部
主管药师张征提醒，感冒药、降糖药等最好不要在开
车前服用。

感冒药。因为许多复方感冒药中含有抗过敏药如
扑尔敏、异丙嗪、苯海拉明等，此类成分会导致头
晕、嗜睡、倦怠。

中枢性止咳镇痛药。中枢性止咳镇痛药会产生幻
觉，精神松懈，平衡感减弱等不良反应，常见药物有
含有可待因成分的药物、美敏伪麻溶液 （惠菲宁） 等。

降糖药。在服用降糖药不当或者剂量过大时，会
引起低血糖，产生头晕、头昏、四肢乏力等不良反
应，严重的甚至会当场晕厥，尤其是在饥饿状态服
药，更容易产生上述症状。

抗过敏药。抗过敏药服后可引起嗜睡、困倦。第
一代抗过敏药，包括苯海拉明、异丙嗪、氯苯那敏

（扑尔敏） 等，以及第二代抗组胺药西替利嗪，皆可引
起明显的嗜睡、困倦、视力模糊、头痛、头晕等症
状，服用后禁止驾车。

镇静、抗抑郁药。镇静催眠类药物会产生催眠、
嗜睡等症状，抗抑郁药物会引起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
不良反应，服用这两类药后要避免驾车。镇静催眠类
药物常见的有舒乐安定、思诺思 （短效催眠）、安定

（长效催眠）、氯硝安定、佳乐定、力月西 （强效催
眠） 等，其中长效催眠药物，如安定，由于其作用持
久，建议在停药后短时间内避免驾车。抗抑郁类常见
药物有帕罗西汀、氟西汀、舍曲林等。

抗心律失常药。抗心律失常药物若服用剂量过
大，会引起头晕、眼花、耳鸣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因
为低血压反应导致昏厥。常见药物有美西律、胺碘
酮、普罗帕酮等。

夜色已深，你是否还在辗转反侧数着绵羊，难以
入眠？针对这种情况不妨通过调整饮食来让自己睡个
好觉。

首先，补够镁和钙。《欧洲神经学杂志》发表研究
指出，在深睡眠阶段，体内的钙水平会升高，而缺钙
可能导致深睡眠不足或缺失。血钙水平恢复正常后，
睡眠也会恢复正常。钙还能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来制
造褪黑素，让你安然入梦。建议日常饮食增加牛奶、
绿叶蔬菜的摄入量。

另外，美国北达科他州人类营养研究中心发现，
缺乏镁会引起睡眠障碍，而高镁膳食能让睡眠障碍的
成年女性得到深睡眠，而且不容易中途醒来。另一项
对照研究证实，在睡前1小时同时补充褪黑素、镁元素
和锌元素，能让失眠者的睡眠状态获得明显改善。所
以，未必所有失眠都能用补钙和补镁的方式来解决，
但缺钙和缺镁的确可能导致睡眠问题。

其次，增加B族维生素的摄入。B族维生素可舒缓
情绪，缺乏维生素B1可引起情绪沮丧，缺乏维生素B6
容易焦虑、失眠。精白米面和甜食中 B 族维生素含量
低，而全谷杂粮中的含量是精白米的几倍，吃全谷类
食物有利于改善睡眠质量。

建议每天晚餐吃200克焯拌或煮的绿叶菜。把晚餐的
米饭换成杂粮、杂豆，能增加镁和B族维生素的摄入量。每
天早晚饭后各服用200毫克钙片和1粒复合B族维生素。

再次，睡前3小时吃晚饭。晚餐不要吃太多，至少
应在睡前3小时，而且需要做到少油少辣少盐。刺激性
的食物可能引起身体过度兴奋，妨碍睡眠，油腻的食
物和过多的肉类也会使消化负担加重而影响睡眠。当
然，饥饿感也会导致入睡困难。如果晚餐吃得少，担
心睡前饿，可以在晚上9点多喝杯牛奶或酸奶。

最后，限饮咖啡和浓茶。容易失眠的人要限制咖
啡因的摄入量，对咖啡因敏感的人最好午饭后不要喝
咖啡和浓茶，也不要为了助眠而喝很多酒。酒精能让
人放松，但也会降低睡眠质量，减少深睡眠时间，增
加夜醒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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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颜） 天津市肿瘤医院自去年推行医联
体分级诊疗工作，经过近一年的试点，目前已经初获
成效。

试点医院之一的河西区中医院，其门诊肿瘤患者
同比增长34%，占该院住院患者的30%。全方位、全周
期的肿瘤患者预防、治疗、康复等服务在该试点区域
实现。据介绍，近期该院还在山东、海南、江苏等地
开展肿瘤远程诊疗试点工作。

古人形容美女有“立如芍药，坐如牡丹”的句
子。芍药花容美好，天生丽质，兼具色、香、韵之
美。芍药不单美艳，更贵在芍药还带着个“药”
字。芍药的根茎可以入药，花朵可晒干后作为花茶
饮用。杭白芍更是滋阴补血的上品。因此芍药也名

“女科之花”。
白芍作为著名的传统常用中药材，已有悠久的

历史，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
芍药入药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深夜，华

佗正在灯下看书，突然听到有女子哭声。华佗颇感
纳闷，推门走出去，却不见人影，只见一株芍药。
华佗心里一动：难道它就是刚才哭的那个女子？他
看了看芍药花，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你自
己全身上下无奇特之处，怎能让你入药？”转身又
回屋看书去了。谁知刚刚坐下，又听见那女子的啼
哭声，出去看时，还是那棵芍药。华佗觉得奇怪，
喊醒熟睡的妻子，将刚才发生的事给她描述了一
遍。妻子望着窗外的花木药草说：“这里的一草一
木，到你手里都成了良药，被你用来救活了无数病
人的生命，独这株芍药被冷落一旁，它自然感到委
屈了。”华佗听罢笑道：“我尝尽了百草，药性无不
辨得一清二楚，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没有错过分
毫。对这芍药，我也多次尝过了它的叶、茎、花，
确实不能入药，怎么说是委屈了它呢？”事隔几

日，华夫人血崩腹痛，用药无效。她瞒着丈夫，挖
起芍药根煎水喝了。不过半日，腹痛渐止。她把此
事告诉了丈夫，华佗才知道，他确实委屈了芍药。
后来，华佗对芍药做了细致的试验，发现它不但可
以止血、活血，而且有镇痛、滋补、调 经、美容
养颜的效果。

白芍：苦、酸、甘、微寒；归肝、脾经；可养
血，用于血虚或阴虚有热的月经不调；还可养肝阴、
调肝气、平肝阳，用于肝阴不足、肝气不舒、肝阳偏
亢引起的头痛、眩晕、胁肋疼痛；可敛阴、和营、止
汗，用于阴虚盗汗及营卫不和的表虚自汗。还可养血
柔肝，散郁祛瘀，强五脏，用于改善面部黄褐斑，皮
肤粗糙衰老，治疗内分泌紊乱引起的雀斑、黄褐斑、
暗疮。

明代医学著作《医学入门》记载的三白汤，“白
芍、白术、白茯苓各 5 克，甘草 3 克，水煎，温
服”。这个方子可以补气益血、美白润肤，遂在民间
流传开来。此方配伍精当，适于气血虚寒导致的皮
肤粗糙、萎黄、黄褐斑、色素沉着、雀斑、暗疮
等。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悦泽与否和脏腑功能有密切
关系，如果脏腑病变，气血不和则皮肤粗糙，面部
生斑。因此，该方剂从调和气血、调理五脏的功能
入手，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肌体免疫力，抑制脸上
的暗疮，延缓皮肤衰老。养血柔肝，使气血充沛，
容颜红润，从而美白祛斑。

白芍本是美白的一款佳药，配合白茯苓祛斑增
白，甘草润肤解毒的功效，在女性美容方面更显其
卓功效。常饮可使气血充沛，容颜红润，精神饱
满。能调节女性内分泌，去除黄气及色斑，令容颜
润泽。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选自宋·陆游《秋思》诗之六，载《剑南诗稿》卷
七十七。

上句“三山”，在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城西
九里鉴湖中。嘉兴山阴县志云：“陆放翁宅，在三山，
地名西村，宋宝谟阁待制陆游所居。”宋乾道二年（公
元1166年）春，言官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
说张浚用兵”，罢归，归途经玉山，五月返至山阴，始
定居三山。“安乐法”，此指诗作者摆脱尘世浮名归耕
后的闲暇生活之乐。《黄庭经》 有：“闲暇无事心太
平。”罢归之初，陆游就吟道：“归耕我判一生闲”。
（《寄别李德远》之二）“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
心太平。”（《独学》）他76岁时，又吟道：“痴人只竞
闲名利，那信三山是地仙。”（《项里观杨梅》） 陆游
词中亦常用“心太平”语。《长相思》云：“悟浮生，
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破阵子》
云：“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
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在《送芮国器司
业》诗中又再次提到：“拈起吾宗（指北齐陆法和）安
乐法，人生何处不随缘。”显然，看破尘世浮名利，保
持“身闲心太平”，乃是三山安乐法的真谛。“万事随
缘，即是安乐法。”

下句的“玉函方”。即《玉函煎方》五卷，东晋著
名医学家、道家葛洪撰，已佚。唐·段成式 《酉阳杂
俎》卷二载：“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
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
雨，……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
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命在旦夕，乞和尚
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
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
方三千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
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故
苏轼 《次韵子由清汶老龙珠丹》诗：“天公不解防痴
龙，玉函宝方出龙宫。”《神仙传》亦云：卫叔卿谓其
子曰：“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
《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

全句是说，只要像陆游那样领取三山安乐法，就
不须觅求能使人“乘云而行”的玉函仙方了。

熊经浴 辑注

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显示，抑郁症不仅是一个公共
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抑郁症而失去的生
产力，会令全球经济无法承受。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心理
卫生学术大会上，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
疗中心主任王刚教授强调，抑郁症损害患者职业功能，
造成职业人群工作效率低下、缺勤甚至失业。他说，认
知功能受损是抑郁症造成经济负担的主要原因，认知功
能得不到恢复，将严重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和生活，也
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认知功能受损是抑郁并发症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常见的精神性疾病，其表
现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抑郁症发
作时的表现有：与处境不相符的情绪低落、思维迟缓、
意志活动减退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认知功能损害和一些躯
体症状。在中国，精神障碍是导致 YLD （疾病伤残损失
健康生命年） 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抑郁症不仅给患者带
来痛苦，如果是职业人群罹患抑郁症，还会造成职业功
能受损以及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统计，目前全球有
3.5亿抑郁症患者；在中国，以抑郁症为主的情感障碍患者
人数已接近 9000 万，且还在持续增长。预计到 2030 年，抑
郁症将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到 2020年，其疾
病负担将仅次于冠心病，位居全球疾病总负担的第二位。

王刚说，抑郁症患者中，认知功能受损是常见的并
发症状，而且在整个病程中都长期存在。对于职业人群
来说，认知功能受损已经成为职业人群抑郁症的主要特
征。2014年发布的 《中国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 数据调
查报告指出，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是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的第一诱因。在抑郁症获得诊断之前，患者的认知能力
就可能受到损害，无法正常完成工作和社会功能，即使

进行抗抑郁治疗之后，其认知功能的恢复也需要一个相
对漫长的过程。

抑郁症男女患病比例为1∶2

王刚表示，抑郁症男女患病比例约为 1∶2，这可能
与女性生理特点有关。例如女性经期时情绪的波动和变
化，女性在怀孕前后体内激素的变化，使之更容易出现
忧郁状况。另外，冬春交替时，人的情绪容易波动，也
增加了抑郁症发病的风险。

抑郁症损害职业功能，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如
缺勤时间，就是说休病假或以各种理由不上班，还有无
效率工作时间等。一项在中国5个城市采样的调查显示，
抑郁症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80亿元左右，间接经济损失则
高达 400亿元左右。王刚强调：“很多轻中度的抑郁症患
者或是经过急性期治疗的患者，往往都处在无法工作的
状态，这部分导致的间接经济损失非常大。”

世卫组织发表在 《柳叶刀》 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表
明，在抑郁症和焦虑治疗上，每投入1美元就会在增进健
康和工作能力方面获得4美元的回报。该研究显示，以心
理咨询和抗抑郁药物为主的治疗费用估计会达到 1470亿
美元。然而，所获得的回报会远远超出成本。在劳动力
和生产力方面改善所带来的价值接近 4000亿美元，健康
改善会额外增加3100亿美元的回报。

治疗不当抑郁症容易复发

针对抑郁症容易复发的现象，王刚说，目前，国际
提出的抑郁症治疗方案强调“足量、足疗程”治疗理
念。全病程治疗包括急性期治疗、巩固期治疗和维持期
治疗3个阶段。在中国，2015年第二版《中国抑郁障碍防
治指南》 也特别强调，需要对抑郁症早期治疗、足量治
疗和全程治疗。因为一旦没有按照疗程治疗，患者很容

易出现复发，每次复发更容易使患者陷入病程慢性化，
并带来更多的功能受损。

王刚说，临床发现，处于抑郁发作期的患者，不同
程度存在执行功能、记忆力以及注意力方面的功能损
害。急性期发作的患者，94%都伴有认知缺陷，这种损害
在抑郁缓解期患者中仍然存在，并且有随着发作次数增
多而加重的趋势。

功能康复应为最终治疗目标

2011年，一项对度洛西汀治疗抑郁和广泛性焦虑患者
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抑郁症状的减少或消失，患者
的功能也会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两者的改善比例和幅度
并不一致，仅仅只有不到 1/4的抑郁症患者达到症状和功
能的双重改善。这也提示医生，除了关注临床症状，重视患
者的功能恢复，临床还有大量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王刚强调，症状完全消除并不意味着抑郁症就好
了。精神科医生谈患者的疾病好没好，不是指简单的生
理功能，而是指其工作、生活、学习、人际关系是否都
回到了正常状态。所以，在症状消失的基础上，患者要
保持这种状态足够长的时间，才叫痊愈。

与医生不同，患者不看重症状的概念，他们更看重
疾病对生活质量和功能的影响。所谓功能，即患者从事
工作、学习、社会交往、生活等各项活动的能力，而生
活质量则包括患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涉及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

“精神科医生追求的最终标准，一定是症状消失加功
能恢复。”王刚说，回归工作岗位是患者康复后面临的主
要挑战，当治愈后的患者回到原工作环境，只有减少抑
郁情绪的来源，才能避免抑郁症的复发。这不仅需要医
护人员的治疗，还需要家属、雇主和社会组成的“治疗
联盟”给于患者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唯有“治疗+关
爱”，才能化解抑郁症。

抑郁症
需“治疗”更需“关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近年来，媒体人患上抑郁症的新闻频见报。2005年3月，主持
人崔永元在节目中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2014年，有4位身患
抑郁症的媒体人相继选择自杀；2015年8月，记者朝格图因饱受抑

郁症折磨自楼顶一跃而下。抑郁症，严重时会随时化身夺人性命
的“恶魔”，而且似乎格外喜欢站在媒体人的背后。

专家表示，新闻媒体是个快节奏高压力的行业，从业人员工
作紧张，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尤其近几年，在新媒体的不断冲
击下，传统媒体人身负转型重担，压力巨大，大部分编采人员长
期熬夜、睡眠不好，生物节律紊乱，再加上工作上的压力没有得
到及时释放，更容易形成慢性失眠。专家指出，睡眠不好也是一
种压力过大的信号，压力引起失眠持续一段时间，就会造成情绪
问题，如焦虑、抑郁等。

链接▶▶▶

媒体人渐成抑郁症高发人群

睡不好

饮食怎么调
范志红

这些药物开车前不宜服用
朝 闻

这些药物开车前不宜服用
朝 闻

天津肿瘤医院分级诊疗见成效天津肿瘤医院分级诊疗见成效

为何称“白芍”为中药美白仙子？
王红蕊

若得三山安乐法
不须更觅玉函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