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预防湿疹？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身上起了疹子，越

抓越痒。”近日，家住咸安区永安社区的王女士咨
询，日常应该如何预防湿疹？

永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
远离过敏原。过敏原种类极多，常见的过敏原有
花粉、尘螨、海鲜、动物毛发等。可以到医院进行
过敏原测试，尽量找到过敏原加以注意和远离。
过敏体质者还要减少到花草树木多的地方游玩。

穿着舒适的衣物。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
衣物，穿太厚或太薄容易使皮肤受到汗水或冷风
的刺激，易发生湿疹。同时，最好穿柔软舒适的棉
质衣物，以宽松为宜。

避免过度清洗皮肤。日常不注意皮肤清洁的
话，容易滋生细菌刺激皮肤，引发感染或过敏反
应，但过度频繁地洗涤也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屏障，
诱发湿疹。所以应避免过热烫洗和过度使用碱性
过强的香皂或沐浴露。

注意皮肤保湿。润肤剂和保湿剂最少每日外
用（最好全身使用）1—2次，尤其在温水淋浴后使
用，可以保持皮肤的水合状态，从而保护皮肤屏障
功能和减轻瘙痒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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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

启动心血管病随访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姚国薇报道：2021年是我

市心血管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实施的第六年。3月24日起，市疾控中心正式
启动一年一度的心血管病长期随访的体检工
作。

据了解，为了惠及广大随访对象，市疾控中
心对体检项目进行了优化，除了往年常规的血
压、血糖、血脂、尿常规、彩超等检查外，今年新
增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糖化血红蛋和超敏C
反应蛋白等血生化指标以及心电图检查，价值
680元的体检现在全部免费。

此次体检地址在温泉路29号老疾控中心
二楼（老行署），体检时间为 3 月 24 日至 5 月
31日工作日早上8点至11点30分。体检只针
对心血管病长期随访人群，需携带身份证，空
腹前往。

药品开封后有效期不一定还有效

家庭小药箱需定期整理

家庭小药箱如果频繁出现过期药，主要原
因还是囤得太多。

首先建议大家平时不要大量囤积药品，一
旦疏于整理，就会存在误服过期药品的隐患。

其次，养成定期整理的习惯，可每3个月整
理一次，将不同有效期的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
写明的贮存条件分类存放。发现过期药品，切
记不要再服用，按照有害垃圾处理，以保证用
药安全。

（本报综合）

如何预防肝癌？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

桂社区的李女士咨询，如何预防肝癌？
市疾控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肝癌主要与

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病毒）、饮酒、家族遗传、食
物与水的污染、黄曲霉素等因素有关。预防肝癌
注意以下方面：

定期检查。对于有肝炎病毒感染（乙肝、丙肝
病毒）、长期酗酒、重度脂肪肝、肝硬化、有肝癌家
族病史以及年龄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半
年筛查一次。

接种乙肝疫苗。接种肝炎疫苗是预防乙型肝
炎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婴儿出生时、生后1个月
和6个月时以及未接种过疫苗的成年人应接种三
针乙型肝炎疫苗。

拒绝酗酒。长期过量饮酒，摄入的酒精可在
肝内转换为乙醛后，可能促使肝脏发生酒精肝、肝
硬化，进而进展为肝癌。

不吃霉变食物。花生、玉米等发霉的食物含
有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是致肝癌的一个重要原
因。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减少高脂
肪、高胆固醇、高油脂食物的摄入，避免脂肪肝。建
议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运动，以感到心跳加速，
呼吸加速作为锻炼效果的标准，可慢跑、打球等。

如何防治痛风？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温

泉社区的王女士咨询，如何防治痛风？
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

调整生活方式有助于痛风的预防和治疗。
痛风患者应禁烟限酒。酒精容易使体内乳酸

堆积，对尿酸排出有抑制作用，易诱发痛风。
减少高嘌呤饮食摄入。动物性食品中嘌呤含

量较多，应限制动物内脏、骨髓、海鲜、发酵食物、
豆类、火锅浓汤等食物摄入。

大量饮水。每日喝水2000ml到3000ml，能
促进尿酸排出。

控制体重。50%的痛风患者超重或者肥胖，
所以应注意控制总能量摄入以适当减轻体重。但
需要注意，不要采用节食、高蛋白饮食、剧烈运动
等方法快速减重，因为可能会增加尿酸水平从而
诱发痛风等急性发作。均衡健康的饮食结合日常
运动是最佳体重控制方法。

增加新鲜蔬菜的摄入。每天摄入500克或更
多的新鲜蔬菜；每天摄入250克水果，可以选择含
果糖较低的水果，比如樱桃、草莓、西瓜、桃子等，
增加机体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
量，促进尿酸盐溶解和排出。

规律运动。痛风发作期避免运动。避免参加
对抗性比赛运动，鼓励多做低强度、有节奏和持续
时间长的有氧运动，如散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
等，建议每次30分钟以上，每周3—5次，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

这些过期药千万不要吃
我们不建议服用过期药品，尤其

是下面几种药品，超出有效期后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有致命风险。

抗菌药物 过期青霉素、头孢类
药物易产生一系列有害物质导致过
敏性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四环素
类药物过期后，会分解出毒性较大的
物质，引起恶心、呕吐，以及酸中毒。

急救药 所谓急救，就不能有半
点侥幸心理，药效更不能打折扣。比
如，用于心绞痛急救的硝酸甘油一旦
过期失效，服用后不能缓解心肌缺血
的情况，危害是致命的。

非甾体抗炎药 如阿司匹林，过
期后易分解为水杨酸，不仅没有药
效，反而会增加胃肠道刺激等不良反
应。

口服液 口服液长期静置极易
产生沉淀，一方面影响药品均一性，使
剂量无法估算，疗效难以确认；另一方
面，产生的有害物质会危害健康。

儿童常用药 儿童用药一般会
添加糖分使儿童易于入口。但因为
含糖，此类药物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导致药品腐败霉变，因此应特别注意
过期后不能再给孩子服用。

如果不小心误服过期药品，建议
大量饮水，加速药物排泄。同时密切
观察是否出现身体不适，如皮肤瘙
痒、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并记录
服用药品的名称及药品超过有效期
的时间。若症状加重，需尽快至附近
医疗机构就诊。

另外，试图通过加大服用过期药
品的药量以达到疗效的做法，是绝对
不可取的，因为加大剂量就相当于增
加毒副作用。

最后提醒大家，在有效期内使用
药品是保证用药安全的基本前提，同
时需按照药品包装和说明书上的药
品贮存条件保存药品，药品开封后的
实际使用期限参考前文所述。

药品开封后可以用多久
药品在开封后，包装上标注的有效期只能

作为一个参考值，不同剂型药物的实际可用期
限有所不同。

已开封的特殊剂型药品：如滴眼液最多
用4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有明确
规定：多剂量的眼用制剂（眼膏、滴眼液等）、鼻
用制剂、耳用制剂、涂剂、涂膜剂等在启用后最
多可使用4周。若说明书中另外注明药品开封
后的使用期限，则以药品说明书为准。此外，
一旦药品性状发生变化，出现絮状、沉淀等，无
论何时均不能再使用。

已开封的其他药品：如瓶装胶囊不超6个月
除说明书另有规定外，一般建议如下：
●重新包装的药品
指将药品从原包装中移出并置于另一个

包装（通常是一个更小的包装）中，常见于住院
患者每日摆药的药品。固体制剂，如片剂、胶
囊剂等被重新包装后，药品稳定性有所改变，
其原有的有效期不再适用。对于重新包装于
单剂量容器的药品，其有效期自重新包装之日
起不应超过6个月，或不应超过药品剩余有效
期的25%，二者以较早的期限为准。

●瓶装片剂和胶囊剂
可参照以上重新包装药品使用期限的规

定，即开启后不超过6个月或药品剩余有效期
的25%，以较早的时间为准。

●糖浆剂
止咳糖浆等糖浆剂由于含蔗糖量较高，开

封后不建议长期保存。开封后的保存时限为
室温1个月至3个月，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
夏天不超过1个月。

●中药煎剂
中药煎剂分为医院代煎和家中自煎两种

情况，前者为密封袋保存，一般冰箱冷藏保存
7-14天，室温3天，但因不同方剂成分存在差
异，建议以各医院药房的要求为准；家中自煎
中药无密封条件，建议当日服用完毕。

●生物制品
胰岛素类药品、鲑降钙素鼻喷剂等生物制

品，未开封时置于2℃-8℃避光保存，开封后
常温避光保存，最多可使用4周。

感冒药、肠胃药、解热镇痛药、慢性病药……现在很多家庭都备着各种常用
药。家庭小药箱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

过期药品的问题。药不是食物，没有为了不浪费而无病吃药的道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说一
说药品有效期究竟如何计算，有效期是否等同于使用期，以及过期药的危害。

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规定
的贮存条件下，质量及药效能够符
合规定要求的时限，也是供临床使
用的最长有效期限（天数、月数或
年数）。

药品有效期是在对该药品进
行一整套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制定
的。通过查看药品外包装（如药
瓶、药盒等）或内包装（如胶囊铝
箔、输液袋等），可以看到药品生产
日期、有效期的标注，部分药品还
标注了失效日期。

根据现行《药品说明书与标签
管理规定》，药品有效期应当按照
年、月、日的顺序标注，年份用四位
数字表示，月、日用两位数字表
示。其具体标注格式为“有效期
至××××年××月”或“有效期
至××××年××月××日”，也
可用数字和其他符号标示为“有效
期至××××.×× .”或“有效期
至××××/××/××”等。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正确计
算药品的具体失效时间。看看下
面的正确示例就明白了。

如果药品“有效期”为2022年
1月，就是说药品至2022年1月31
日还有效，即有效期是指当月而
言。如果药品“失效期”为2022年
1月，则表示药品可以使用到2021
年12月31日，即药品在标注月份
的第一天就已失效。

再说得具体些：
有效期为2年的药品，若标注

的生产日期为2020/9/21，则该药
品可用至2022年9月20日；

药品标注“有效期：2021年11
月 30 日”或“有效期：2021 年 11
月”，都只能使用到2021年 11月
30日；

药品标注“失效期：2021年10
月 30日”，只能使用到2021年 10
月29日；

药品标注“失效期：2021年10
月”，只能使用到 2021 年 9 月 30
日。

“哪一天”过期怎么算 有效期为何不能绝对保证药效
吃过期食物有可能拉肚子，

吃过期药的后果可没这么简单。
药品过期后，随着时间的增

加疗效会降低，甚至失效，达不到
理想的治疗效果可能导致疾病加
重。另外，由于药品已发生理化
性质的改变、发霉或变质，还会产
生有害物质。需要说明的是，不
要觉得药品外观、气味无明显变
化，刚刚过期就没事。因为一些
冲剂、糖浆等加入辅料的药品容
易在一定温度下发生霉变，滋生
细菌，而肉眼很难察觉。因此，药
品一旦过期，为了保证疗效及用
药安全，应立刻停止使用。

在一些情况下，没有超过保
质期的药品也不一定安全。人们
往往会忽略一件事：药品外包装
上的有效期是在药品按规定条件
下贮存并未开封的有效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5年版）规定，不同药品的贮
存条件是不同的。药品的贮存主
要受温度、湿度、光照、空气等条
件影响。一般来说，药品的保存
湿度适宜范围在45%-75%，常温
储存药品的温度要求在 10℃-
30℃之间。部分药品易受温度和
光照的影响，需要放置于阴凉处、
凉暗处或者冷藏保存。其中，“阴
凉”指温度不超过20℃，“凉暗”指
避光保存且温度不超 过 20℃ ，

“冷 藏 ”温 度 应 在2℃-10℃之
间。此外，“避光”是指避免日光
直射；“密闭”指将容器密闭，以防
止尘土及异物进入；“密封”指将
容器密封以防止风化、吸潮、挥发
或异物进入。

当药品开封后，与外界环境
（如温度、光照、湿度等）反复接
触，发生物理化学改变及被污染
的风险随之加大，尤其是滴眼剂
或糖浆剂等制剂。所以，在药品
开封后，包装上标注的有效期并
不能绝对保证药效，也就不完全
等同于实际使用期。

医师提醒

踩对春天的点儿 孩子少生病身体壮
对于孩子来说，春天不仅是长高的黄

金时期，如果顺应好了春天的节奏，为孩子
一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都会开个好头。我们
爸爸妈妈该怎样做呢？今天就请首都儿科
研究所中医科的医生给家长们支几招。

水果别贪多 肉食要少碰

春天万物复苏，对应的五脏是肝脏，颜
色是青色，不是适合多吃肉的季节。春天
可以适当吃一些微微辛散发散的食物，能
够鼓舞肝胆之气。很多青绿色的蔬菜都带
有一种辛味，所以春天应当多吃青绿色的
蔬菜，消化分解冬天闭藏储存的能量，为孩
子的体力和脑力活动提供充沛的能量。一
些发芽的植物像豆芽、香椿芽、春笋、荠菜、
蒜苗等，就很适合春天食用。因为这些植
物带有一种生命力，顺应了春天肝木的生
发之气。

同样，春天也不是一个适合吃很多水
果、喝果汁的季节，因其抑制收敛的性质不
利于春天肝气的宣泄升发，特别是平时脾
胃比较虚寒的孩子。但是有的孩子发散太
过而收敛太少，处在肝气疏有余的状态下，
比如经常睡觉比较晚，冬天没有好好地闭
藏，有烦躁易怒、入睡困难、浅睡易醒、睡眠
质量差等表现，就要少吃辛散发散，相反可
以吃一些酸敛收敛的东西，比如煮点酸梅
汤喝，适当吃一些山药、莲子等。

运动别过量 减衣悠着点

想要帮助孩子养阳气，春天开始就是
好时机。有句话叫食补不如睡补，孩子睡

得好，身高体重也不会差。孩子晚上最迟
也要保证10点上床睡觉，一般睡眠时间建
议在9点左右。睡好午觉也很重要。每天
的中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
午睡养阳的效果非常好。

春天气温变化反复无常，如果孩子衣
物增减不及时，容易着凉，从而诱发感冒。
因此，孩子户外活动要做好随时增减衣物
的准备。特别是孩子一身汗时，应等汗慢
慢落下，身上不潮了，再减掉一件衣物。

此外，运动可以激发孩子身体阳气，但
是春天不建议孩子进行过于剧烈的体育运

动，可以带孩子去户外或郊区赏花踏青、晨
起慢跑、踢踢小足球、户外骑单车等。

情绪要疏导 盲目去火伤脾胃

春天是引导孩子确立目标、制定一年的
学习计划的好时机。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发
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动手去做事情。
给孩子护肝宜疏不宜堵，情志上的影响很快
会反映在身体健康上。遇到问题时，家长也
要善于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要总是一味压制
孩子，更不要经常打骂吼叫孩子。

肝主疏泄，有的孩子肝火过旺，会通过

发脾气、哭闹来达到疏泄。造成孩子肝火
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消化不好、白天过度
兴奋不安、经常熬夜晚睡、本身性格暴躁爱
发脾气、感受外邪最后伤津化火化热。家
长可以试着通过唱歌、绘画、运动等方式疏
导孩子的不良情绪积压的能量，也可以找
专业的中医调理。注意一点，不能一看到
孩子肝火盛，就一直给孩子盲目喝去火药，
喝太多寒凉去火药未必去肝火，但会更伤
孩子脾胃。

防护+调理 过敏绕道走

春天草长莺飞，孩子过敏性鼻炎、哮
喘、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皮肤病说来就
来。如何避免或减少“过敏”的影响呢？

减少环境因素的影响。家长尽量保证
每天起居室通风换气、保持清洁。繁茂的
花草、漫天飞舞的杨柳絮都是孩子常见的

“过敏源”。对于容易过敏的孩子，应当做
好防护，戴好口罩、帽子，避免去花草茂密
的公园、水边等。

日常饮食调护要慎重。北方的春天阳
气升发，多风，气候较为干燥，尽量不给孩
子吃油炸、烧烤类的食品。有的过敏体质
的孩子脾胃功能也偏弱，少吃水果和甜食，
不吃冷饮以及各种饮料，以免进一步损伤
脾胃，容易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一些
鱼虾海鲜、羊肉、辣椒、咖喱等辛辣刺激食
物或者民间所谓的“发物”，在春季尽量少
给孩子吃。孩子一旦出现了鼻塞、频繁打
喷嚏、咳嗽咳痰、喘息、皮疹等症状时，及时
带孩子就诊。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