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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显示，我国3500多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剂
型仅占1.7%；全国4000多家药企中，专为儿童生产药品的企
业不足 5%，专业儿童药品牌只有“小葵花”等个位数厂家
……国家食药监局相关数据显示，在药品临床试验注册项目
中，国产药品注册信息达到 16 万多条，其中儿童药品仅有
2698条，仅占全部药品的1.63%；临床试验登记的儿童药品仅
占2.35%，而欧美发达国家该项数字超过20%。在近日举行的
2018中国儿童安全用药大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院长倪鑫指出：“适宜儿童的制剂缺乏，儿童用药说明书
信息缺乏，儿科用药指南、标准缺乏，临床用药供应不足
等是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儿童用药面临的4个大问题。由于缺乏
适宜儿童用药的剂型与规格，儿科临床不得不手工分剂量给
低龄儿童服用。”

倪鑫说，儿童药匮乏，成人药滥用等，导致儿童安全用
药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2016年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白
皮书》显示：因为用药不当，中国每年有约3万儿童陷入无声
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等损伤的，更是难以计数。
药物中毒儿童占所有就诊儿童的比例，已从 2012年的 53%上
升到2014年的73%。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表示，随着二胎政策的全
面落地，儿童人口基数的进一步扩大，儿童用药问题将更加
紧迫。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黄松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儿童有特殊的生理状态，儿童有特殊的药代动力学以及安全
的毒理性东西。所以，我们的儿科一直在呼吁，儿童不是成
人的缩小版，儿童一定要用儿童药。”

与会者强调，解决儿童用药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一蹴
而就的简单任务，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国相关政
府部门、科研单位、医药企业、临床机构的全面参与和通力
合作，保障儿童用药，需要大家共同行动。

全国全科医学青年联盟成立

本报电（罗 闻）“全国全科医学青年联盟暨全科医学青
年专家培养项目”近日在广西启动。来自全国21个省市和港
台地区的首批30名全科医学青年专家入选该项目。

据悉，此次入选者将参与为期3年的学术培训项目，以提
高自身在临床、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开展临
床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组织编写、翻译全科医学教材，达到
培养全科医学青年精英、储备全科医学领军人物的目标。

肿瘤微创介入治疗大会召开

本报电（朱 芸）“第九届中国肿瘤介入与微创治疗大会
暨18届中国肿瘤介入大会”近日在天津举行。会议对当前肿
瘤微创介入治疗现状与发展热点开展研究与探讨，交流微创
介入治疗技术在肿瘤多学科治疗中的现状与发展前景，进一
步推动肿瘤介入治疗的学科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据介绍，微创介入技术目前已成为继外科学和内科学之
后的第三大治疗手段，因其可最大限度保护器官组织正常功
能情况下消灭肿瘤，八成肿瘤患者都可以接受治疗。

中国首个寨卡检测试剂批准

本报电（张宪东） 近日，我国研产的首个寨卡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之江生物寨卡病毒核酸检测试剂”，被世界卫
生组织 （WHO） 正式批准，并纳入其官方采购名录。这也是
全球第三个获得WHO批准的寨卡病毒检测试剂。

寨卡病毒是一种蚊媒黄病毒，疾病症状包括发热、皮
疹、结膜炎、肌肉和关节疼痛、浑身虚弱和头痛。该检测试
剂经过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陈笃生医院的临床验证，试
剂采用实时荧光 PCR 法，可以检测血浆、唾液和尿液样本，
也是WHO 批准的三款寨卡病毒检测试剂中唯一可以检测唾
液样本的试剂。

乌鸡白凤丸是一个妇科中成药，常
用于治疗女性月经不调。很多人看到药
名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药里真的
有乌鸡吗？

乌鸡白凤丸原名“乌鸡丸”，出自
明·龚云林 《寿世保元》，在这本古书上
记载，妇女出现头晕眼花、四肢无力、
月经不调时，可以服用乌鸡丸。乌鸡丸
在书中的制作方法是：先准备10余味中
药 （人参、当归、防风、羌活、海金
沙、侧柏叶、白术、香附等），将这些
中药打成药末；接着，将一只长了 3~5
年的“白毛乌肉膳鸡”，去毛去内脏；
再将备好的药末装进鸡肚子里，放进铜
锅里用水和酒煮至水干后，取出，去骨
取肉，晒干；最后，将晒干的乌鸡肉末
和药末混合后水泛为丸，即得乌鸡丸。
由此可知，在乌鸡丸的原始配方中，乌

鸡很重要，要用一整只乌鸡。
不过，现代的乌鸡白凤丸的组方与

原始配方有所差异，制法也有所区别。
根据2015版《中国药典》关于乌鸡白凤
丸的组方，总重量2554克的药物中，乌
鸡 （去 毛 爪 肠） 成 分 是 640 克 ， 占
25.1%。因此，如果单从药材重量的角度
看，乌鸡在乌鸡白凤丸中占有 25.1%的
比重，大约1/4。

也许你会觉得，才 1/4，看来乌鸡
也没多少作用。其实不然，且不说与其
他任何一个药物组分相比，乌鸡用量最
大；单从中医君臣佐使的理论看，在整
个乌鸡白凤丸的组方中，乌鸡是君药，
其他药物无论是人参、黄芪，还是地
黄、山药，都是为了配合乌鸡发挥疗效
的。

乌鸡有什么疗效呢？根据 《中华本

草》 记载，乌鸡可“补肝肾、益气血、
退虚热”，是一味阴阳同调、补而不壅
的药食同源药材。现代医学研究显示，
乌鸡内含丰富的黑色素、蛋白质、B 族
维生素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其中
烟酸、维生素 E、磷、铁、钾、钠的含
量均高于普通鸡肉，胆固醇和脂肪含量
却很低。乌鸡的血清总蛋白和球蛋白含
量明显高于普通鸡，是营养价值很高的
滋补品。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乌鸡白凤丸是
妇科滋补佳药，但毕竟还是药品，不是
保健品。自觉身体虚弱的人，买只乌鸡
回来吃是可以的，自行服用乌鸡白凤丸
就不妥了。乌鸡白凤丸的适用人群是中
医辨证为气血两虚、肝肾虚弱的患者，
主要表现为身体瘦弱、腰膝酸软，或月
经不调、白带量多等。另外，由于乌鸡

白凤丸含有大量滋补药 （人参、地黄、
黄芪、鹿角胶等），感冒患者不宜服
用，孕妇忌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目前，人们对心梗、脑梗肯定不陌生，知道它们
会造成猝死等严重后果，但有一个疾病，同样凶险而
多见，就是肺栓塞。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很多人已
经知道，肺栓塞多发生于骨科、妇科等手术之后，但
最近年轻记者崴脚后 12天离世的消息让公众对肺栓塞
的有了新的认识。

“肺动脉出现血栓，90%-95%的血栓都是从下肢来
的，它会沿着下肢静脉进入下腔静脉，进而流向肺动
脉，导致肺栓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吴
巍巍教授介绍说，在整个引起死亡的血管性疾病中，
肺动脉栓塞排在第三位，而且大多都是在短时间内就
引发死亡。”

但是，有些人依然很不理解，腿和肺离得那么
远，怎么腿有病会殃及肺？下肢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又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致人死亡的第三杀手

肺栓塞是临床危重症，它有一个优雅却狰狞的名
字-Slience Killer。

全球疾病死亡统计中，肿瘤第一，心梗第二，肺
栓塞第三，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但并不是每一个都会
造成严重的后果。“崴脚引发肺栓塞是一个小概率事
件，虽然大家对年轻的生命非常惋惜，但不必大张旗
鼓的宣传。”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周为副主任医
师，更希望通过此事能够提高公众对肺栓塞认识。

肺栓塞，顾名思义就是血栓堵住了肺动脉。吴巍
巍解释说，肺栓塞是因为先天或是后天原因导致深静
脉血栓形成并发生脱落现象，脱落的栓子堵塞在肺动
脉和它的分支上，造成肺部循环和呼吸功能障碍的一
种临床综合征。

肺栓塞的症状与冠心病、肺炎、胸腔积液和脑卒
中相似，疾病发作时使人呼吸困难、胸痛、晕厥甚至
猝死等。大型肺栓塞的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胸痛、呼吸
困难甚至咳血的“肺梗死三联征”，比较容易识别；而
弥漫性的小型肺栓塞则没有明显症状，人们一般不能
及时发现，因此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据知，目前 80%的早期肺栓塞患者没有临床症状，
而致死性肺栓塞患者在死亡前得到明确诊断率极低，
一旦发生，往往非常凶险，临床医生几乎没有时间去
抢救患者。因此，肺栓塞又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

手”。统计显示，约 11%的肺栓塞患者在 1 小时内死
亡，而经过死亡期过后的 89%的肺栓塞患者中依然有
8%至9%死于肺栓塞的复发。这给临床医生的诊治工作
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条腿肿更要注意

静脉血栓形成是多种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周为
介绍说，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三大因素：静脉血流
滞缓、静脉壁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除了骨科，在妇
产科、神经外科以及普外科，静脉血栓塞也比较常
见，主要是因为这些科室大型手术较多，而且术后患
者一般需长时间卧床，比较容易发病。另外，恶性肿
瘤、肥胖、心梗病史、中风或者充血性心力衰竭、怀
孕等长途静坐旅客血液本身就处于一种高凝状态，更
容易受到病魔的青睐。

下肢深静脉血栓大多是急性起病，主要的症状是
下肢突然出现肿胀、疼痛，有血栓的下肢要比正常腿
粗，小腿肌肉有明显的压痛。患者在走路时下肢会疼
痛，严重时不能下地走路等。专家告诉记者一个判断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简单方法： 那就是看看是一条腿肿
还是两条腿都肿。如果是单侧腿出现这些症状，就应
考虑是否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造成的；如果双腿对
称的肿胀、疼痛则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正常情况下，患者出现腿肿、疼痛等不适，第一
反应就是“揉”，但对于血栓高危人群来说，这是一种
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行为。当血栓粘在血管壁上时，只
会引起腿肿和疼痛，相对来说是安全，可控的。“一旦
血栓经过挤压和揉搓后脱落，就会随着血流漂移到心
脏，堵住重要的肺内血管，引发肺栓塞。”周为再三提
醒，当出现这种状况时，千万不要擅自按摩、挤压下
肢，更不要用力捶，因为不当的做法容易使血栓脱
落，特别是下肢深静脉血管里的血栓，很有可能顺着
血流流经心脏，最后“卡”在肺动脉里面，导致肺动
脉的血流受阻，进而引发咳嗽、胸闷等症状，甚至窒
息死亡。“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去医院看医生。”

既然这么危险，那么一旦腿肿疼痛就要立即上医
院吗？还是发现哪些具体的信号时再去医院？

“完全没有必要”。周为明确表示。首先，腿肿、
疼痛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千万不能草木皆兵，一有
风吹草动就要上医院进行各种检查，可以根据上面的2

个小窍门 （直腿伸踝试验和腓肠肌压痛） 在家自己先
看看，近期有没有以下表现：近期卧床已经超过3天或
近4周内做过大手术；两条腿相比时，患侧小腿最粗的
地方明显增大；有深静脉血栓病史等。如果有以上表
明就要尽快去医院了。

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与患者的年龄、创伤程度、手
术及术后制动时间有关。“但只要具备了其中的一个因
素，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肺栓塞发生。”吴巍
巍分析认为，崴了脚不能运动，静脉血流淤滞，有可
能发生静脉血栓甚至导致肺栓塞。“目前我们院已经正
式建立了院内静脉血栓栓塞防控体系，对病人进行血
栓风险评估和分级，鼓励手术后病人尽早下床活动，
以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牢记一个字，一生都无“栓”

肺栓塞还有个形象的名称“经济舱综合征”，顾名
思义就是地方狭窄，久坐不动，尤其是乘坐国际航
班，一飞就是十几个小时，对于有体征或病史的人来
讲绝对是个威胁。有一项调查发现：对普通人而言，
3-4小时以上的座位久坐就有可能发生深静脉血栓和肺
栓塞；时间越长，发生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危险性
就越高。

“事实上，静脉血栓是完全可防可控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日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
委员王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也
提醒，连续 4 个小时不运动就会增加患静脉血栓风险。
所以，要远离静脉血栓，“动”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专家提醒大家，每坐一两个小时，就该站起身来
活动活动筋骨。下肢、颈部、手腕和肩膀，都是特别
需要留意的身体部位。长途旅行时一定要多喝水，一
是可以稀释血液黏稠度，二是“被迫”运动一下。如
果实在不方便走动，可以在座位上做勾脚动作，每一
小时做一次，每次做十个，目的是让小腿的血液活跃
起来，尽快挤压回心脏。另外，对于已经有过病史的
人，建议穿上加压弹力袜，促进静脉循环，一般人则
没有必要。

如果在旅行中或者打麻将时突然出现了下肢肿胀
疼痛，很有可能深静脉形成了血栓，这时一定不要掉
以轻心，应尽快到血管外科就诊，以免耽误病情，造
成后遗症或危及生命！

日前，一台名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辅助袖状切除右肺
上叶加右主支气管、右中间干支气管吻合”的手术在天津肿
瘤医院获得成功，它因“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技巧
高”等特征，引起专业领域内的广泛关注。

据介绍，70岁患者张大爷，因为反复咳嗽一年多，在当
地医院被诊断为右上肺中央型肺癌，肿瘤侵犯到右主支气
管。今年1月中旬，他慕名来到天津市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找
到尤健主任。通过多次缜密的会诊，医院决定先采取手术前
诱导化疗，尽量缩小肿瘤，杀灭潜在的血中微小转移灶，然
后再采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辅助下袖状切除成型术为其切除
肺部肿瘤。这样虽然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但是，如果成功实
施可以最微创的手术方式，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肺功能，提
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肺癌袖状切除成型手术，是肺部肿瘤微创手术中最难的一
类手术，尤其是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辅助下开展手术，在天津
还没有先例，即便是在全国，也只有极少数医生可以开展这类
手术。经过二周期术前化疗，张大爷的肿瘤明显缩小，完善了
术前一系列标准检查，最终尤健主任团队还是迎难而上，制定
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右上肺袖状切除手术”的方案。

“达芬奇袖状切除术意味着，不需要在患者身上划开一个
20多厘米的口子，只要靠四个胸壁上的小孔就能完成。”尤健主
任解释，手术时，主刀医生只要操作达芬奇机器人借助这四个1
厘米左右的小孔完成整台手术。为了让患者恢复更快，损伤更
小，依靠机器人超越人手灵活稳定度的机械手，这台手术还难
上加难采取了右主支气管和右中间干支气管吻合重建术，保留
了完整中下叶的正常肺功能。3 个半小时后手术获得圆满成
功，患者在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地活动，第五天康复出院。

尤健主任表示，该手术的成功实施，为广大肺癌患者带
来了福音。肺癌根治术不能只是意味着单纯切除，而精巧设
计的支气管或血管重建对于部分中心型肺癌患者来说是一种
更安全、有效、彻底的手术方式，并有利于纠正患者及家属
对于微创手术的一些误解，消除不必要的隐忧。

儿童用药安全
已成为社会问题

喻京英

天津首例达芬奇机器人
辅助肺部肿瘤微创手术获成功

胡 颜

足尖运动：坐立，将双脚脚尖着地，尽量
与脚踝保持水平，以脚尖为支点带动足部向后
上下移动10至15次。

按摩腿肚：左腿自然弯曲，弯下腰用左手

轻轻按摩小腿肚 10 至 15 次，换右脚依次重复。
可有效促进腿肚血液循环。

足跟运动：坐立，将双脚足跟着地，尽量
贴近脚踝，以足跟为支点带动足部上下运动。
向上移动时尽量向脚踝靠拢。重复10至15次。

抱膝旋转：坐立，双手抱住左脚膝盖，以
脚踝为支点足部向左旋转5至10次，向右旋转5
至10次，换右脚重复同样的动作。

乌鸡白凤丸里有多少乌鸡
金 锐

今年 2 月，一名女记者小吴

突然离世。去世的起因，就是因

为崴了脚！几天之内便昏迷，12

天就离开了人世！最终的结果是

死于肺栓塞。

一个普普通通的崴脚，怎么

就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来听

听专家怎么说……

四种动作预防静脉血栓四种动作预防静脉血栓

““崴脚致死崴脚致死””，，““凶手凶手””原来是它原来是它
李李 颖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