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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药品安全合
作联盟与北京儿童医院共同发布的 《儿童用药安全
现状报告》 显示：在儿童中毒事件中，药物中毒的
占比趋势平稳微降，但占比仍保持在 40%以上；其
中，感冒药、精神药物和高血压药是儿童误服的前
3 类药物。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崔民
彦表示，每个孩子的成长，家长都倾注了几乎全部
心血，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药品的使用、保管
与处理等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都可能对孩子造成
伤害，尤其是对婴幼儿，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严重
后果。

儿童药物中毒关注度高

报告中显示，81.4%儿童药物中毒的原因为儿童
自己误服，更可怕的是，99%的幼儿可以在两秒钟
内打开普通药瓶。

“药物中毒中，80%以上儿童误服现象是完全可
以预防的。”崔民彦透露，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很早就
开始关注儿童用药安全问题。目前，欧盟等国家都
有儿童安全包装相关标准和政策，1970年美国就实
行了儿童用药安全法。然而，目前我国采用儿童安
全包装的药品极为少见，95%以上的药品包装不具
备儿童保护功能，其安全提示一般只体现在简单的
文字说明上，只有极个别的保健药品和儿童止咳类
药剂等产品的瓶口有儿童安全设计。

要想提高儿童用药安全，就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家里的药品一定要放得

“高而远”，不让孩子拿到；而从社会角度来说，儿童药
品的安全包装格外重要。崔民彦透露，2013 年，从
儿童用药安全促进活动起步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儿童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两家医院就参与其中，在临床病例记录
的同时，对大众以及家长还开展了各种儿童用药安
全的宣传、教育以及咨询活动。在今年的“儿童用
药安全周”上，除了对大众、家长与儿童进行儿童
用药安全宣传外，还发布了教育宣传系列片 《认识
药品说明书》。此片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药学部王晓玲主任主讲，以与家长问答的形式，
帮助家长正确理解说明书中的每一部分，从而确保
儿童用药安全。通过大量的宣传与教育，儿童因药
物中毒的关注度在大众与家长中有所提高。

说明书是安全用药的前提

“伤害是中国0岁至14岁儿童的第一大死因，其
中，中毒是儿童因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78.7%
的中毒会造成器官系统的损伤。”崔民彦说，儿童中
毒伤害的比例远比人们想象得高。

调查显示，95%的受访医生在临床上遇到过儿
童药物中毒病例，平均每位受访医生一年中要遇到
9.4个儿童药物中毒病例。此报告是北京儿童医院和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两家医院 5 年急诊与住院数据的
跟踪与分析，首次对儿童安全用药状况给予了趋势
描述，同时还通过对父辈与祖辈的专访，分析了此
现状发生的原因，为因药物引发儿童中毒的预防策
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基础，也为家长如何避
免儿童药物中毒提出了行为指导。

“10 天前，我们接诊了一个因发烧服用了超剂
量药物导致‘肝衰’的小朋友。”北京儿童医院急诊
科主任王荃教授介绍说，按照体重服用 1 毫克剂量
的药物即可，然而，家长却给了孩子服用了4至5毫

克，导致了严重后果。“每年都有超多 300 多例儿
童，因药物误服和错服就诊治疗。其中，80%都是
家长监护缺位导致的药物误服中毒，20%是剂量使
用错误导致的错服中毒。只有详细了解说明书，才
是保证安全用药的前提。”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主任
王晓玲强调，药品的使用、保管与处理等，任何一
个环节没有做好，都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尤其对
婴幼儿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儿童用药缺乏安全标准

据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我
国现有 3500多个制剂品种，儿童专用的只有 60种，
所占比例不足 2%。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年版） 中，中成药有 203种，其中儿童专用药 9种，
注明儿童用法用量的 22种；另外，90%以上的药品
没有适宜儿童的专用剂型。

因为没有儿童专用剂型，很多药品都需要用剪
刀或手掰，把成人用的药片分成 1/2、1/4 甚至 1/
8，这不仅不卫生，也很难做到剂量准确。“一些药
品说明书中仅有‘小儿慎用或酌减’‘谨遵医嘱’等
描述，根本没有明确标注儿童适应症和具体的用法
用量，别说孩子家长，有时就是专业医生也拿不
准，只能根据孩子的体重来估算。”药品安全合作联
盟秘书长曹立亚说，目前市面上很多药品的说明书
及有关文献，都缺乏对儿童用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的资料。

“因为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儿童生理特点，其用药
有别于成人。”王荃认为，除了需减少剂量外，医生
们还要考虑到一些药物对孩子生长的影响，因此儿
童可用药物大大少于成人。

近日，在美国丹佛举行的 2017 年心导管治疗国际学术会议
（TCT） 上，来自中国南京第一医院的陈绍良教授团队，现场公布了历
时5年完成的DK crush-v最新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赢得了现场6000名
与会者的喝彩和掌声。

据介绍，该研究针对左主干末端真性分叉病变心脏病患者，分别
行双对吻挤压术 （DK crush-v） 或必要时分支支架术 （Provisional
stenting，PS），置入药物洗脱支架，对一年随访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其
结果同步发表在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上。研究提示，对于左主干
末端真性分叉病变患者，采用DK crush-v技术行PCI的治疗效果明显
优于PS术式。

该项研究由陈绍良教授发起，试验纳入了482例左主干末端真性分
叉病变患者，分为 DK crush-v 组和 PS 组进行置入 DES 治疗。结果显
示，DK crush-v组一年终点事件发生率为 5%，而 PS组的发生率达到
10.7%。

据悉，自 2004年陈绍良教授首次提出 DK crush技术以来， 经过
10余年对此项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介入治疗真性分叉病变效果更
佳，可以显著减少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发生。

本次大会主席、纽约长老会医院的 Gregg W·Stone教授在对外宣
布大会亮点时，将陈绍良教授团队的DK crush-v研究作为最先介绍的
本次大会四大研究亮点之一。

大会期间，陈绍良教授经过10几个小时飞行，赶回南京，立刻投
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冠脉分会场，向美国丹佛主会场进行了手术直播
演示——经皮肺动脉去交感神经术治疗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双对吻挤
压术治疗左主干末端分叉病变技术，两场手术均由陈绍良担任主术
者。陈绍良教授首次向全球介入专家直播展示了自己的原创技术，得
到了丹佛主会场的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在世界同行面前展现了中国
医生的精湛医术。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40 岁以上人群中，有 15%的人处于脑卒中
（即中风） 高风险，在欧美国家脑卒中发病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
脑卒中发病率仍在以9%的速度攀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曾经的“老
年病”在中国正呈现年轻化趋势。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运
动时间少以及高血压等疾病因素，有 10%到 15%的中青年患者在 45岁
之前就发生了脑卒中。在近日举行的“世界卒中日”活动上，中国卒
中学会发起并组织全国千余家医院、3万余名红手环志愿者，在全国各
地开展了“全国健康科普公益行动”。

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编写的卒
中科普书籍 《脑健康读本》 发布。该书内容涉及各种受公众关注的脑
血管疾病，如卒中、眩晕、老年痴呆、癫痫、帕金森、胶质瘤和脑癌
等，书中以生动有趣、轻松易懂的漫画故事形式，为大众提供了简单
实用、安全有效的健康知识和保健方法，帮助患者、公众在阅读中建
立“重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科学防治理念。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科主任缪中荣表示，脑卒中的发作可以通
过一些肢体、表情及说话进行判断。如果你突然说不清话或面部表情
没有了、嘴歪了，或突然四肢不能动、上肢无法同时平举等，这些都
提示有可能是脑卒中发作了。

“对脑卒中患者而言，救治的‘时间窗’至关重要。只有在发病4
至 5 小时内溶栓或 6 小时内取栓，才能把握治愈机会。”缪中荣表示，
需要明确3点：一是要学会判断是否脑卒中发作；二是如果识别出来，
就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迅速送往医院接受规范治疗；三是出现发病
情况后，千万不要在家随便吃药，因为这样有可能导致卒中患者出现
很多潜在的风险。

阴阳相移，寒暑更作，丰收的秋
天又来了。当秋季叶落果熟，还伴随
着淸肃少雨、草木凋零、凉爽干燥。
在四季气候中，中医将“燥”列为秋
季主气，认为“燥”是秋季最易伤人
致病的邪气，著名的中医刘河间有

“诸涩枯涸，干劲皲揭，皆属于燥”
的论点。

秋季燥邪最易伤肺，使肺阴受
损。肺位于胸腔，左右各一，在五脏
中位置最高，像伞一样，故古人称肺
为华盖。肺主气司呼吸，朝百脉，助
心行血，通调水道。以喉为门户，开
窍于鼻，外合皮毛，与大肠相表里。
肺与四时之秋相应，喜润而恶燥。

《黄帝内经》 曰：“燥胜则干”，秋燥
表现为口鼻干燥，或咽干口渴，干咳
少痰；甚至鼻内经常容易出血，或咽
痛干燥，似有物梗阻；或突然感觉皮
肤干涩，甚至皲裂出血，抑或毛发不

荣、分叉易脱；有的还可兼见大便秘
结难出。如果不及时治疗，伤及肺
阴，久咳后还可能出现痰中带血。

秋燥咳嗽分几种，一为温燥咳
嗽，早秋之际，余热未消，燥热渐
升，温燥之邪伤肺。表现为鼻热、咽
干痛、口渴、咳嗽伴少许黄黏痰、微
热，多见素体有热体质者；二为风噪
咳嗽，入秋后气温渐降，秋风常起，
风噪之邪伤肺，表现为鼻燥、咽痒咽
干，多为刺激性干咳，阵阵频发或接
触异味后咳嗽，伴有喷嚏。多见于过
敏体质者；三为凉燥咳嗽，晚秋近
冬，阳气减退，寒气愈胜，凉燥之邪
伤肺，表现为恶寒怕风、干咳少痰、
鼻塞流清涕，多见于寒性体质者。

秋季防病治病，当御“燥”为
先，“滋润”为法。秋天的燥咳，治
疗时应针对秋燥咳嗽的病因病理，对
症采用清热化痰、宣肺润燥、养阴生

津、润肺止咳的方法，经典方药有
“桑菊饮”“沙参麦门冬汤”。除了药
物，食疗也是缓解秋燥的好方法。水
果中首推梨，梨鲜嫩多汁，可生津止
渴，清肺润燥，降火止咳。枇杷也是
缓解秋燥咳嗽的能手，中医认为，枇
杷味甘、酸，性平，有润肺止咳、止
渴和胃、利尿清热等功效，用于咳嗽
胸闷，很适合秋天食用。蔬菜中首推
百 合 ， 百 合 可 养 阴 润 肺 、 清 心 安
神。 主治阴虚久嗽、痰中带血，热
病后期，余热未清。百合银耳粥，用
百合 50 克，银耳 30 克，粳米 60 克，
先将百合、银耳与米分别淘洗干净，
放入锅内，加水，用小火煨煮。等其
黏稠熟烂时，加糖适量，即可食用。
常食缓解秋燥的效果明显。

多喝蜂蜜水、淡茶、果汁饮料、
豆浆、牛奶等流质饮食，同样可以有
效地养阴润燥，弥补损失的阴津。黄

帝内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肺主秋，
用酸补之，辛泻之。”酸味有助于收
敛补肺，而辛辣味发散泻肺。秋季饮
食一定要多酸少辣，韭菜、大蒜、
葱、姜等辛辣的食物和调味品也一定
要适当少吃。

（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智慧健康管理”国际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电（任成琦 张洪安） 首届“智慧健康管理”国际高峰论坛
日前在杭州举行。会议以“智慧健康管理”为主题，旨在积极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战略，来自科技、健康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将数字化的手段
融入健康管理展开讨论。

据悉，本次峰会分享最前沿的智慧大健康产业理念、内涵与外
延，集中展示我国数字健康服务业与健康管理研究及实践方面的新进
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表示，随着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与大健康领域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大健康领域也进入了全
新的“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时代，让大健康领域“获得健康数据难”
和“有了健康数据但缺乏干预手段”的两大痛点有了破解路径，让

“治未病”成为了可能。

我国心导管研究获国际赞誉
珏 晓

我国心导管研究获国际赞誉
珏 晓

警惕脑卒中发病年轻化
崔蓓蓓

警惕脑卒中发病年轻化
崔蓓蓓

图为会议直播现场。 樱 子摄

多数儿童药物中毒是可以预防的

事实上，与药物相关的儿童中毒，是一个全球
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统计显示，感冒药、精神药
物和高血压药是儿童误服的前三大类药物，但孩子
的祖辈与父辈对儿童药物中毒的关注度远低于跌
落、交通、触电等带来的伤害。在对孩子祖辈与父
辈的访谈中发现，药品放置在儿童触手可及的地
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对于药品的剂量
与副作用虽然关注，但是再次给药时，还是会凭经
验给药。同时，自行给孩子服用处方药的现象也非
常普遍。

专家表示，希望通过儿童用药安全知识的宣传
与教育，让大众更好地了解怎样安全使用药品，同
时尽量避免发生儿童药物中毒。在药物中毒中，80%
以上儿童误服现象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家长行为的

改变，如：放置药品要高而远，处理药品能及时放
置于回收处等，以及儿童保护盖在药品包装上更广
泛地被使用，都能有效控制与降低儿童药物中毒的
发生。

此外，为了避免儿童药物中毒，专家们总结出
了“四部曲”。用药前，确认给予“正确”的药：仔
细阅读说明书，对症使用药品，不给错药。确认给
予“正确”的使用者：仔细阅读说明书，不擅自将
成人药给孩子服用；请祖辈给药时，写下剂量与用
药时间。用药时，确认给予“正确”的剂量：按医
嘱或说明书给药，使用配置的剂量器。确认给予

“正确”的时间：按照医嘱或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间隔
给药。确认给予“正确”的使用方法：按医嘱或说
明书口服或外用等。用药后，确认药品已安全储
存，即“高而远”。最后，对于药品处理，要确认儿
童不能打开待处理药品的包装。

中国儿童用药安全需重视中国儿童用药安全需重视
李李 颖颖 喻京英喻京英

如何应对秋季邪燥伤肺咳嗽？
王红蕊

专家呼吁强化控烟行动预防肺癌

本报电（王静宇） 世卫组织提出的肺癌三级预防战略中，控烟是
肺癌防治的关键性措施。统计显示，肺癌的发病率，烟龄在15年至25
年的人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4倍。在近日由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肺癌防治科普活动上，专家呼
吁须强化控烟行动，强化一级预防，控制肺癌的发病。

据介绍，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目的是呼吁世界各
国政府重视肺癌的预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发布报告指认大气污
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