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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保证医疗质量 遏制细菌耐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持续

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巧合的是，2011 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
重视抗菌素耐药性问题。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通
知》要求，从优化抗菌药物管理模式、提高抗菌药物
合理应用能力等方面，部署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工作，保证医疗质量，遏制细菌耐药。

笔者发现，目前我国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主要
有 4 种表现，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和相关机制的完
善，抗菌药物临床滥用现象已经明显改善。接下来，
应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管理，并降低畜牧、养殖领
域的滥用和工业领域造成的环境污染。

抗菌药不合理使用引起重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

主任丁玉峰介绍，抗菌药物是指治疗细菌、支原体、
衣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所致
感染性疾病病原的药物，不包括治疗结核病、寄生虫
病和各种病毒所致感染性疾病的药物以及具有抗菌
作用的中药制剂。

自从抗菌药物应用于临床以来，治愈并挽救了
无数患者的生命。然而，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导致
的细菌耐药问题，也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引
起各国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丁玉峰表示，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易对人体健
康造成较大危害，更为可怕的是，可能导致细菌耐
药，甚至诱导产生“超级细菌”，使有效的抗菌药物效
果变差，或者完全无效。

丁玉峰介绍，我国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主要表
现为 4 种：一是用药途径不合理，过量采用静脉注射
的方式；二是医务人员对用药指南依从性不高，包括
用药疗程偏长、剂量不合理、无适应症用药等；三是
联合用药不合理，包括用药没有明确指征、重复用药
等问题；四是公众认识程度不高，把抗菌药物当作

“万能药”预防治疗各种疾病等。

抗菌药物监管力度不断加强
近年来，抗菌药物合理应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

级医院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我国相继出台
多项干预管理措施。2012 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
理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迈
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2016 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等 14 部门联合制定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第一次把细菌耐药问题上升到国
家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和安排。

“感染病区的建设是为了让专业学科来加强对
抗菌药在临床方面的管理，通过多学科诊疗的模式，
加快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建设。加强对医师处方权
的管理主要是从能力建设方面考虑，尤其是针对基
层卫生人员水平能力不足的现状。”武汉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林丽开表示，“从今年的《通
知》来看，我国对于抗菌药物的管理已经上升到规范
化、系统化的层面了。”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和相关机制的完善，我国
在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 2017》显示，全国纳入监测的

192 所三甲医院近年的临床数据显示，我国临床抗菌
药物使用率逐年下降，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的抗菌
药物使用率均降至世卫组织建议的 30%以内。

持续管好抗菌药 促进合理用药
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也是我国用药安全问题的

一个突出表现。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国家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7 年）》，2017 年全国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
142.9 万份，较 2016 年降低了 0.1%。

值得注意的是，化学药品例次数中抗感染药
（42.3%）继续排在首位，超过后两位心血管系统用药
（10.0%），肿瘤用药（7.3%）占比之和。而在抗感染药不
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排名前3位的药品类别是头孢菌
素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排名前3位的品种为左氧
氟沙星、阿奇霉素、头孢曲松，均为抗菌类药物。

丁玉峰认为，促进合理用药保障用药安全，应当
进一步发挥药师的作用。“通过转变药学服务模式，
加强药师在门诊患者用药咨询、住院患者用药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应当让药师深入到临床用药
中，加强处方审核调剂和处方点评力度，做好用药监
测和报告。”丁玉峰说。

“提高公众合理用药意识刻不容缓。除了发挥
媒体宣传的作用外，广大医师、药师队伍应当行动起
来，积极主动宣传合理用药知识，为患者提供详细的
用药监护策略。此外，要加快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促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培训，提
高基层用药水平。”丁玉峰表示。 邓睿

这些口腔知识，您知道吗？
韶关市铁路医院(浈江区人民医院) 口腔科主任 姚庆湖

口腔问题已成为我国口腔健康的头号杀手，也
是全身系统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体现
了“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重要性。

药物牙膏的作用
如今药物牙膏的作用被广告无限放大。常见的

有：（1）氟化物牙膏：能够增强牙齿抗龋能力，其实此
类牙膏只适合于低氟或者适氟地区；高氟地区和儿
童并不适合使用。（2）洗必泰牙膏：有较强的灭菌作
用，有牙周病和龋齿的患者可以使用此类牙膏，但长
期使用容易使牙齿染色。（3）中草药牙膏：具有消炎
止血的功效，但不能替代到医院的治疗。（4）脱敏牙
膏：含氯化锶或硝酸钾成分，主要用于牙本质过敏
症。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物牙膏中都含有一定
量的药物，因此会对口腔黏膜造成潜在的损害，有些
药物会导致口腔细菌的耐药。因此，对于牙齿健康

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使用药物牙膏，普通牙膏效果已
经足够了。

定期口腔检查好处多
口腔疾病的特点是进展缓慢，初期阶段治疗简

单、效果好、时间短，晚期则效果欠佳且治疗费用倍
增。因此对于口腔疾病来说，预防最重要。定期检
查口腔主要是检查牙齿有没有龋齿、松动，牙龈有没
有红肿，有没有牙周病等。一般要求半年检查一次。

儿童最好吃硬点的食物
吃饭是口腔的基础功能，进食也可带来口腔的

清洁，充分咀嚼粗糙而富有纤维的食物，能摩擦牙
面，刺激唾液分泌，达到洗刷牙面的作用，还能按摩
牙龈，增强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和抗病能力。尽量
少吃含糖食物及喝碳酸饮料，因为会被口腔内的细

菌利用，产酸而腐蚀牙齿造成脱矿，也就是龋损形成
的第一步。儿童应常吃一些有硬度的食物，如牛肉
干、坚果等，多咀嚼可以刺激颌骨的发育，有助于牙
齿的萌出，这是牙齿整齐和面部美观的基础。

姚庆湖为患者检查口腔。图片由市铁医提供

蘑菇有哪些好搭档？
香菇炒油菜 口蘑配菜心 草菇炖鸡肉

蘑菇营养丰富，即便单独烹制也非常可口，但如
果有了“好搭档”，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营养更好。蘑
菇种类很多，它们分别有哪些好搭档呢？

杏鲍菇——牛肉。杏鲍菇肉质肥嫩、香味浓郁，
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牛肉富含蛋白质、
B 族维生素和铁等营养素，与杏鲍菇搭配，营养更加
合理。烹饪过程中，杏鲍菇和牛肉都会释放出游离
的谷氨酸钠，它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能使菜的味道更
加鲜美。

平菇——鸡蛋。鸡蛋属于全营养食品，但缺少膳
食纤维，而平菇富含膳食纤维，并且味道鲜美。平菇
和鸡蛋一起炒或者做成汤，从营养和味道来说都是
绝配。平菇不宜用刀切，最好用手撕成合适大小，这
样口感好且更有利于蘑菇鲜味的释放。

香菇——油菜。从某种程度来说，干香菇比新鲜
香菇更具有营养价值，因为新鲜的香菇在阳光作用
下，其中的麦角甾体和菌甾体可以转变为维生素 D，
有利于钙的吸收和提高抵抗力。而油菜中含有大量
钙，和经过泡发后的干香菇一起炒制，维生素 D 可以
促进钙的吸收，补钙效果更强。此外，干香菇在烘干
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芳香物质，特别适合炖肉。

金针菇——鱼肉。金针菇热量和脂肪含量低，富
含蛋白质、维生素及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儿童智力

发育的赖氨酸含量特别高，对增强记忆力大有好处，
也可以抑制血脂升高，降低胆固醇，促进新陈代谢。
鱼肉富含蛋白质和欧米伽 3 系列的脂肪酸，同样有助
大脑发育。因此，金针菇和鱼肉搭配，是一道非常益
智的家常菜，特别适合脑力劳动工作者食用。

口蘑——菜心。北方人常将双孢菇称为口蘑，它
最大的优势是含锌量较高。锌是人体所需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儿童缺锌，生长发育就会受
影响，比如个子矮、智力发育受限等，而成人缺锌也
会出现生理功能紊乱。口蘑味道鲜美，可与清淡的
菜心一起烹调，口感十分清爽。

草菇——鸡肉。草菇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C，能够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其中富含的多糖可提高
机体免疫力，抑制病毒的生长和繁殖。鸡肉富含优
质蛋白质，是滋补佳品，和草菇搭配炖煮，除了都会
释放出游离的谷氨酸钠，使味道更鲜美，它们在营养
上也有互补作用。

猴头菇——豆腐。猴头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
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调节血脂，还富含氨基
酸和多糖，能够促进消化。豆腐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钙，口感嫩滑，与猴头菇搭配，豆腥味会有所减轻。
从食疗功效来说，两者搭配能健脾养胃、增加食欲，
特别适合胃口不好的人食用。 人民

哭带给健康
四个好处

当你压力大，遇到不愉快时，除了微笑面对，
哭也是一种办法。日本医科大学海原纯子教授认
为，哭是为了释放压力而进行的自我防卫，它对人
的身心健康有四大好处。

1.减轻压力。多项研究表明，哭可以释放压
力和紧张情绪，保持心情愉悦，这比任何抗抑郁药
的效果都要好。2.恢复自我控制。许多压力产生
的原因是无法把控的，若是把消极情绪埋在心里，
压力就会蓄积，时间一久便会失去控制。而哭是
完全能自我控制的。3.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作中
因压力而陷入僵局时，往往执着和纠结于产生压
力的事件与因素，压力更会增大。而哭能马上释
放消极情绪，解除心中苦闷，转移注意力并改变想
法。因此，在克服紧张状态后，工作效率也会大大
提高。4.有益身体健康。荷兰蒂尔堡大学和克罗
地亚克里耶卡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哭能让
神经系统放松，让因压力变得高亢起来的身体慢
慢恢复到平衡状态（血压和体温正常），甚至还可
起到缓解炎症的效果。

专家指出，男性寿命普遍短于爱哭女性。所
以，学会哭对“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尤其重要。学
会了“哭”，从而延长寿命。 王爱琴

小儿腹泻
苹果煮熟吃

腹泻俗称“拉肚子”，中医称为“泄泻”，各
种急慢性胃肠炎、乳糖不耐受、肠易激综合征
均可导致。主要表现为大便次数比平时增多，
一般每天多于 3 次，且性状改变，粪质稀薄甚至
为稀水样便，可夹有黏液及食物残渣。在正确
补液及用药的基础上，可以采用药膳食疗进行
辅助治疗。对于小儿腹泻，若孩子不愿吃中
药，可试试熟苹果。

将一个苹果连皮带核切成小块，置水中煮
3~5 分钟，待温后食用。每日 2~3 次，每次 30~
50 克。苹果性平、味甘酸，含有丰富的鞣酸、果
胶。鞣酸是肠道收敛剂，减少肠道分泌而使大
便水分减少；煮过的果胶则具有收敛、止泻的
功效。所以，熟苹果能生津止渴、健脾益胃、止
泻。若家中有大便稀溏、色淡不臭、食后即泻、
舌淡苔薄的 3~7 岁患儿，推荐使用此方。

小宗

洗澡也要
选对时间？

专家研究发现
这两个时刻效果最好

洗澡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有人喜欢早
上起床后洗澡，有人则喜欢下班回家后立刻洗
澡。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洗澡的效果最佳呢？
一起跟随笔者看看健康专家怎么说。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称，
早晨是白天洗澡的最佳时间，在这一时间洗澡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心理学教授谢莉卡森
(Shelly Carson)也表示，早晨洗澡可以激发人的
创造性思维，有助于开始一天的工作。尤其是
在处理棘手的事务前，洗个澡可以有助于思索
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此外，早晨洗澡还有一个好处：有些人喜
欢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或脱腿毛，这时一旦不
小心弄出小伤口，将更容易愈合。因为早上 6
点至 9 点时人体的血液更容易凝固。

据了解，晚上最佳的洗澡时间是睡前。洗
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可以放松身体，有很好的助
眠作用。此外，晚上洗澡可改善皮肤出油状
况。因为下午是皮脂产生的高峰期，晚上睡前
洗澡可以有效清洁皮肤，第二天醒来脸色也会
更加红润。 李亚茹 王战涛

每天健步走
轻松活过80岁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长寿。美国心脏
病学会第 68 届年度科学会议上公布的一项新
研究发现，每天健步走（快走）可使 70 岁的人活
过 80 岁的几率翻倍。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谢
默斯·惠尔顿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 6500 多名
70 岁以上参试者 18 年间的医疗记录进行了深
入分析。研究人员要求参试者定期在走步机
或固定自行车上尽力锻炼，对他们的运动压力
进行测试，并依据参试者的运动量及心脏病风
险因素将其分组。在为期 10 年的追踪调查期
间，39%的参试者离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每天进行健步走的人活过 80 岁的可能性是不
运动者的两倍。即便考虑到心脏病风险因素，
这一结果也依然成立。

惠尔顿教授表示，新研究结果表明，健身
水平是预测寿命和健康的重要指标，临床医生
可以将其纳入就诊流程中，通过询问老年患者
的运动规律来评估他们的运动压力。这种诊
断方法具有低成本、低风险和低技术的优势。
专家提示，对没有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
吸烟等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人群而言，如果不运
动，其早亡风险也与有 3 种以上风险因素的人
群相近。 王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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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9000 多个昼夜，承载了无数梦想和
希望的奋斗征程——

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
票从无到有、从小变大，发展为推动社会公益
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国家公益彩票。

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回望这25年，聊聊那
些与体彩有关的故事……

25年·体彩的成长简史
一张小小的体育彩票里，藏着说不尽道不完

的故事。有太多的时光值得记录，太多的过往值
得铭刻——

2000年，体彩开始全面推广电脑体育彩票；
2001年，全国联网足球彩票面世，从此观看球赛
多了一个理由；2007年，超级大乐透上市，开启乐

透型游戏新风尚；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幕拉开，
奥运主题“顶呱刮”火热上市；2009年，国务院颁
布《彩票管理条例》，彩票发行和管理走入法制化
轨道；2012年，体彩年发行量跨过1000亿元大关，
比这个数字更耀眼的，是由购彩者爱心汇成的近
300亿元体彩公益金；2018年，体彩筹集的公益
金创下历史新高，超过670亿元公益金带着体彩
的拳拳之爱，走向大街小巷，播种爱和温暖。

……
历经 25 年的风雨征程，跨过 25 年的峥嵘

岁月，体彩的步履依旧轻快矫健，体彩的面庞
依然朝气蓬勃。

25年·体彩的公益之光
细心的你或许已经发现，自 2018 年 2 月

起，体彩票面上多出一行字：感谢您为公益事
业贡献XX元。根据你的投注金额和公益金提
取比例，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购彩金额里有多少
用于支持公益事业。

比如，1 注 2 元的大乐透，可以贡献公益金
0.72元；1注2元的竞彩，贡献公益金0.36元；1张
2元的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将贡献0.4元。

清清楚楚晒公益，明明白白献爱心。25年
来，体育彩票在公益道路上走得踏实坚定——

从 2001 年开始，每年都有 60%的彩票公
益金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为群众的稳定
生活撑起“保护伞”；2013-2017 年，共有超过
117 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包括医疗救助、农村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出生缺陷干预救助、红
十字人道救助等在内的医疗卫生事业，彰显
体彩的大爱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 69 亿
元彩票公益金用于包括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
发、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在内的扶贫事业。脱贫攻坚战中，有体彩
驰援的坚定身影；2014-2017 年，共有 90 亿元
体彩公益金用于支持群众体育工作。遍布城
乡的健身路径、体育公园和各类体育场馆，成
为大家休闲健身的最佳去处；2017 年，共有近
15 亿元支持竞技体育工作。奥运赛场上飘扬
的国旗背后，是体彩公益金的默默付出。

让困顿者有希望，让老百姓享便利，让普通
人圆梦想。体彩的公益之光微而不弱，只要亮
着，就有光芒。

25年·体彩的责任担当
25年来，体育彩票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打造

“利民体彩”，彰显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担当。
我们看到，体彩开通了95086客服热线，为

的是全天候倾听各方声音；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的体彩网点被“扩容”成便民、惠民、利民的爱心
驿站，为有需要者递上一杯热水、提供歇脚、取
暖的场所；我们看到，体彩网点的形象更加统

一，店面正变得窗明几净，软硬件环境得到大幅
提升；我们看到，兑奖也变得更加快捷便利：
2018 年 3 月起，购彩者可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支付宝或手机淘宝自助扫码实现顶呱刮小
额奖金自助领奖；2018年11月1日起，超级大乐
透、7星彩、传统足彩和竞彩游戏单注奖金在1万
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可跨省进行兑奖。

体彩通兑的一小步，成为便利购彩的一
大步。提供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实现更好的购买体验，秉持着这样的责任
担当，体彩一直在路上。

25 岁的体彩，已经从蹒跚学步中站直了
身子，变得更加成熟奋进，也更加从容坚定。

25 岁的体彩，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比任
何时候都更接近爱、光芒与梦想。

这个 25 年，体彩感恩有你；下个 25 年，体
彩希望仍与你一路同行，请你见证新的成长。

广东体彩

25年，那些与体彩有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