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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冀连梅告诉你：

中中国国人人应应该该这这样样用用药药

店长K

自古就有讳疾忌医的说法，说
的是治病得从有个苗头的时候就
治，等病入膏肓，再高明的医术也
无济于事。这个老话放到时下，也
有了点新意思。一方面，现在的人
有个小病小痛不愿往医院跑，体检
查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容易郁郁不
欢。听到好多例子，有人拿到报告
就自杀的，有过一个月就去世的，
甚而有个病患是做完手术十几年
都活蹦乱跳，大街上遇到当年的主
治医师，那医生居然也记得他，当
初没开好，都没想到他还活着呢，
话一说，人隔天就没了。这讳疾不
是没点道理，关键是好多人心理素
质不过硬。用我妈的话来说，干脆
不去医院，什么都不知道最省心！

另一方面，现在的医疗体系和
制度造成了看病难、看病繁，医患
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医生高强度的
工作环境下，无法苛求医生对病患的
态度，一切都程序化，制式化。然而，
有些医生医德沦丧，患者不用开刀
的，非得用上把柳叶刀；无需化疗的，
非得让病人走上这痛苦的一遭。心脏
搭桥手术现在也不是罕见的手术了，
有些人心脏上都搭了好几座，这桥就
有30%的不合格率，究竟利大于弊，还
是反之，有待商榷。我不知道这些
医生能从中得到多少回扣，还有没
有更深层的动机，但这种漠视生命
的做法实在让人心怵。

前段时间去了一家三甲的中
医医院，一去才发现只能挂专家门
诊，所谓的专家来来回回说了好几
遍：我们是三级甲等医院，不是“假
等”喔！讲得我心里直犯毛，不说我
现在是什么问题，也不说开的药是
对什么症的，种种都要我问了才憋
出个两三句，最后让我一定要坚持
吃药，这简直让我除了坑爹二字外
不作他想！我对医生的感觉也是矛
盾复杂的，看病的时候抱着焦虑难
耐的心情，恨不能药到病除，这时
医生简直成了排忧解难的救世主。

《只有医生知道2》给我的感觉
却很不一样，最深的感受有三点。
作者让我看到了一类诚恳负责，能
从病患角度考虑问题的医生，以及
医生面对病患的无奈。少了点冷
漠，多的是难能可贵的人情味。作者
作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通过简单
的故事穿插了女性怀孕的知识，以及
相关方面的医疗陷阱。书中提到的私
人诊疗提供的避孕套餐，这种带点专
业知识，真假参杂的牟利方式对没有
点基本知识的人而言，便会轻易上
钩。此外，作者行文间有种幽默，略带
戏谑的自嘲，不管是医院里的权力倾
轧，还是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作者都
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充满了举重若
轻的豁达大度，这种人生历练磨砺
出来的圆润成熟让人由衷钦佩。这
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对年轻女性
而言，更是一剂学习如何爱护自己
的良药。

《只有医生知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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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莹

中国人一说起“药师”
两字，最先想到的恐怕不是

“药剂师”，而是桃花岛主黄
药师吧？在东方的语境中，
职业上凡冠以“师”之名号
的，大抵都是些技艺高妙，
并且多少有些仙风道骨的
神奇人物。而作为北京和睦
家康复医院药房主任的冀
连梅女士，却是当下正行走
在 中 国 病 患 中 间 的“ 西 药
师”虽然没有传说人物的仙
风道骨却颇有医者仁心。恰
逢信息极其畅通的微博时
代，她的医者仁心促使她每
天不厌其烦地向成千上万
的病患普及着正确的用药

知识。
1 2月，拥有30多万踏实

粉丝的微博科普达人药师
冀连梅，从互联网上走到线
下，出版了她的新书《冀连
梅 谈 ：中 国 人 应 该 这 样 用
药》。在书中，她开宗明义告
诉国人：对用药，我永远心
存敬畏。

她系出名门，是中国老
牌的医科大学——— 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的药学硕士专
业。她海外执业，曾是美国
新泽西沃尔玛连锁药房执
业药师。在一个蒙昧的“用
药过度”与惶惑的“到底该
如何用药”纠葛的国度，她
用1 4 0个字迅速在微博上刮
起“合理用药”风。她的每一

条科普微博都有上万转发
率。

冀连梅是一个认真的
科普人，她直指当下国人用
药的“极二”误区，抗生素和
滥用输液治感冒。她不仅还
教你如何给低龄儿童用药，
她还会不厌其烦地说，做为
一名孕妈妈和哺乳期妈妈
应该怎样吃药。

在冀连梅的书中，讲述
了大量的用药科普知识，比
如“普通感冒不必输液”“乳
腺炎不必硬扛，可适当使用
B级抗生素”等等。其实，她
娓娓道来讲的只有一件事：
药是有能量的，而怎样使吃
下的药具有合理治病的“正
能量”。

对话冀连梅：

对对用用药药，，我我永永远远心心存存敬敬畏畏
本报记者 陈莹

她在微博上有超过30万粉丝，明星李小璐、马伊琍不仅向她咨询过用药准则，马伊琍
还专门为这本让你不会吃错药的书作了序。近日，微博科普红人、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药
师冀连梅的新书《冀连梅谈：中国人应该这样用药》在北京首发。日前，本报记者专访药师
冀连梅，好好聊一聊“用药”。

齐鲁晚报：怎么看待微博
对于您药品知识的传播的作
用？

冀连梅：我认为这个对于
老百姓有非常好的作用，就是
普通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
相当于直接和临床一线的药
师来直接对话，他们有什么问
题，能够直接及时地了解第一
手的信息，能够拿到临床的第
一手信息，获得及时的、专业
的回复，老百姓是很受益的。

齐鲁晚报：中国人说久病
成良医，您对这个怎么看？有
什么指导性的建议？

冀连梅：久病成良医能够
总结出疾病的规律，他对他的
药比较熟悉，他是可以到药房
去买药来进行自我药疗的，我
的书里也介绍了一下自我药
疗，首先他有医药学的知识，
比较熟悉他的病症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他是长期
慢性病，需要医生不断检测
他，像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
需要定期监测他的血糖和血
压的情况，这个时候不应该自
己去药店买药，这个药都是处
方药。他能认清他的情况，但
是不能监测他的情况。另外他

的药都是处方药，是不能在药
店买得到的，是需要医生评价
他这段时间的血压和血糖状
况，身体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再给他开药，这些处方药是要
开处方的。所以这一类病人还
不建议自我药疗，自我药疗都
是小毛病，感冒发烧、拉肚子、
急性腹泻、皮肤病，比如说长
皮疹，弄了真菌感染脚气等
等，这些是常见的小毛病，是
可以自我药疗的，如果长期慢
性病，大病，不建议药疗。还是
要去看的。

齐鲁晚报：作为专业人
士，您自己和家人生病你会怎
么用药？以一个普通感冒为
例，还有比较好奇的是，自己
生病输液的次数有多少？

冀连梅：作为专业人士，
自己家人感冒发烧，能不用药
肯定是不用药的，在我家里绝
对是这个原则。如果真的高烧
很难受的话，就用退烧药。感
冒药基本上也不吃。

齐鲁晚报：不是说三天就
过去吗？

冀连梅：七天，就是多休
息，多喝水，这是我们家的一

个原则，基本上都是扛。当然
扛的前提是你识别它，你护理
的好，足够的休息。我输液没
有因为感冒发烧输过液，没
有。我只是输过一次液，做一
个小手术，住过一次院，才输
过液，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输过
液。

齐鲁晚报：在国内很多人
认识中，药剂师就是发药的，
您让大家突然发现，原来不是
这么回事呀，这个职业这么专
业呀。

冀连梅：本身药师这个职
业，在中国不太受重视，而且
药师地位也不高，我平时工
作在医院里面只针对我医院
的病人，但是有了微博就不
同了，我可以面向广大的老
百姓，而且是世界任何一个
角落里面，远到海外的，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亚，但是在
基础的，到中国的乡村，可以
渗透到任何一个角落，有网络
的地方，可能就有我的粉丝，
我不再局限于“药师”这个职
业范围了。因为人做一项职
业，你如果真正的热爱他，首
先这个职业能够给你带来价
值实现的满足感，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自身的价值。作为药
剂师对用药，我永远心存敬
畏。

齐鲁晚报：在您的书中主
要跟读者分享的是什么？

冀连梅：书中分享的一定
是安全用药的知识，用药有哪
些误区，目前存在的一些不
合理用药的现象。然后常见
的小毛病，我们应该如何去
互利和治疗，在书里，我并不
是鼓励大家去用药的，其实
我给大家传递的一个原则，
就是你能不用药就不用药，
能少用药就少用药，是这个
样子。但是该用药的时候，一
定要用药。也不能说因噎废
食。你只是说要有辩证的思
维，理性地去看待用药这件
事情，更谨慎。

齐鲁晚报：从您接触这么
多病例来看，您觉得现在中国
人用药，最主要最重大的问题
在哪些方面？

冀连梅：滥用抗生素，滥
用输液，过度医疗，这是最主
要的。老百姓缺乏基本的用药
常识，不合理用药的比例，已
经达到了90%。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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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生气的智慧》 白雪 中国华侨出版社

9 《捏捏小手百病消》 周尔晋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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