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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是大家最常用的药物，对人类是一把双刃
剑，恰当使用，可造福人类，否则，将危害人类健康，并增
加细菌耐药。今天，我主要和大家谈谈抗菌药物使用的
科普知识。

抗菌药物、抗生素、消炎药的区别：抗菌药物是指能
抑制或杀灭细菌的药物，如青霉素、庆大霉素，抗生素是
指能抑制或杀灭多种微生物的药物，包括抗细菌、抗病
毒、抗寄生虫等药物，抗菌药物是抗生素的一种。老百姓
一般所指的消炎药就是抗生素。严格意义上讲消炎药和
抗生素应该是不同的两类药物。我们所用的抗生素不是
直接针对炎症来发挥作用的，而是针对引起炎症的微生
物，是杀灭微生物的，而消炎药是作用于红肿热痛炎症
反应的药物，如常用的治疗头痛的阿斯匹林，治疗关节
痛的扶他林，布洛芬等。

抗菌药物的类别：青霉素类如青霉素G、阿莫西林、
哌拉西林等；头孢菌素类如头孢拉定、头孢克洛、头孢他
啶等；大环内酯类如红霉素、螺旋霉素、阿奇霉素等；氟
喹诺酮类如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氨基糖苷类如庆
大霉素、链霉素、阿米卡星等。

常见不良反应：1、过敏反应，如青霉素、头孢菌素；
2、双流仑样反应，醉酒样反应，故用头孢菌素前后禁饮
酒；3、神经系统毒性反应，氨基甙类损害听神经，引起耳
鸣、眩晕、耳聋；4、肝、肾毒性反应，四环素类、阿奇霉素
抗生素引起肝脏损害。氨基甙类及磺胺药可引起肾损
害。有报道庆大霉素治疗阑尾炎，疗程过长引起肾衰致
死案例；5、胃肠道反应，口服抗生素后可引起胃部不适，
如恶心、呕吐、上腹饱胀及食欲减退等；6、骨关节影响，
如氧氟沙星。

如何正确用药：以有效、安全、经济为原则
1)严格掌握用药指征，有发热、白细胞增多等细菌

感染表现时才用，感冒、腹泻、不明原因发热时不要随意
应用

2)有条件时根据感染病原学种类或检验结果选用
抗菌药物，或根据感染的流行病学现状选药，如阑尾炎
常选抗厌氧菌的甲硝唑及氨基糖苷类的庆大霉素或左
氧氟沙星等

3)使用抗菌药物不能随意换药 3天评价效果
4)用药合适剂量，合适次数，疗程，按照药物的抗菌

作用特点，青霉素、头孢菌素一般需要每天多次用药，喹
诺酮类一般每天一次用药

5)单一药物可有效治疗的感染不需联合用药
6)给药途径 轻症感染能口服给药者就不静脉
刘瑞娟教授强调，必须从感冒、腹泻、不明原因发

热、预防性用药等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四大“重灾区”中
走出来。医学界和公众共同行动，普及抗菌药合理使用
的基本知识。

关注用药安全，避免药物不良反应。
制止滥用抗生素，减少细菌耐药，造福子孙后代。

刘瑞娟

内科主任兼呼吸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教授

全国呼吸医师协会委员

全国中医药老年学会委员

山东省呼吸介入学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呼吸学会委员

首届“济宁市名医”及首席专家

荣获山东省富民兴鲁五一劳动奖章

市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擅长肺内阴影鉴别诊断，主治重症肺炎、肺纤维化

及肺癌等呼吸疑难危重症。

咳嗽是最常见呼吸道症状之一，原因众多、
涉及不同的学科；诊治难度大，诊断程序繁多、
耗时时间长 ,所以咳嗽这一临床症状越来越受
到重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哮喘学组专门
制定了“咳嗽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咳嗽是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有
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促进气道
畅通。虽然咳嗽对机体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但是
频繁、剧烈的咳嗽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比
如：头痛、胸痛、大小便失禁、声带损伤、呕吐、肋
骨骨折、家庭关系不和睦等。

咳嗽按照病程的长短分为：急性咳嗽、亚急
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急性咳嗽是指咳嗽时间<3

周的，亚急性咳嗽是指咳嗽时间在3-8周之间的
咳嗽，慢性咳嗽是指咳嗽时间在>8周以上的。

急性咳嗽最常见的疾病有普通感冒、急性
支气管炎；亚急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感染后咳
嗽；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咳嗽变异性哮喘、
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
张、支气管内膜结核、肺癌、肺间质纤维化、药物
因素诱发的咳嗽等。

一般来说，咳嗽患者，饮食上不要太油腻、
辛辣或者过咸，应戒除烟、酒；饮食中要安排一
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鱼、虾、
牛奶及豆制品等；要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比如柑桔、大枣、西红柿、菠菜、大白菜等；多吃
一些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比如胡萝卜、油菜、
动物的肝脏、蛋黄等。其他的润肺止咳的食物还
有：白萝卜、蜂蜜、雪梨、百合、枇杷、山药、核桃
和银耳等。

预防咳嗽的措施：
1、要加强体育锻炼，多进行户外活动，提高

机体的抗病能力。
2、当气候突然变化的时候，要及时增减衣

服，防止过冷或着过热。
3、要尽量少去拥挤的公共场所，减少感染

机会。
4、常开窗通风。家里有感冒患者时，房间内

可用醋熏蒸消毒，防止病毒感染。
5、要加强生活调理，保证充足的睡眠，居室

环境要保持安静，空气要清新。
6、习惯晨练的老人，不要起得太早，特别是

雾霾天气，最好在太阳出来后再开始锻炼，同时
要注意保暖。

7、饮食要保持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辛
辣食物如火锅烧烤等等。

8、在流感季节，要及时接种疫苗，预防或者
是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

张立环

呼吸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会员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分会委员

济宁市呼吸病学会委员

济宁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济宁市科学技术协会会员

济宁市抗癌协会会员

擅长肺部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

癌、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多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哮喘，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哮喘被
世界医学界公认为四大顽症之一，被列为
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哮喘严重危害人们身
心健康，减弱劳动能力，降低生活质量，而
且一旦患病无法根除，给患者及家人带来
很大的痛苦。

哮喘疾病的诱因有很多，首先是天气
转变，例如季节更替时，温度和空气中湿
度的转变，会令患者的呼吸管道，产生敏
感的反应，因而诱发哮喘。上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炎和感冒，也都是诱发哮喘的常见
因素，再者是过敏反应，包括药物过敏和
其他敏感原(花粉、毛毡、香烟等)过敏。另
外，空气污染、情绪激动、过度运动等也是
诱发哮喘的原因。

由于哮喘病的特点是反复发作，而且
发作诱因复杂多变。因此，患者及家属一
定要了解哮喘发病治病的规律及用药原
则，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自我监测和管
理，这对减少哮喘发作、有效控制哮喘
至关重要。

首先要对疾病明确诊断，对疾病的
发展阶段进行自我监测，并将病情与医
生及时沟通。哮喘发作前常有先兆，一
般表现为胸闷、咳嗽。胸闷短者几秒，长
则几小时。咳嗽则常在晚上睡眠时出
现，很多伴有痰鸣音、喘息。初期可用快
速缓解药物及时处理，而当出现咳嗽加
重、胸闷喘息、呼吸困难等病情恶化的
症状时，应及时送医院抢救，不要在家
拖延时间。

第二要学会使用峰流速仪。用峰流速
仪测定PEF是目前普遍使用的哮喘病人自
我监测的手段。峰流速仪体积小，便于携
带，适合在家庭中应用，它可作为一个早
期警告系统。

第三，正确使用平喘药物。哮喘病人
应该有常备药，主要是吸入型β2激动剂
如万托林、喘康速等。这些药物吸入装置
常用的是手按型定量吸入器，使用方法必
须正确，才能达到好的疗效。

哮喘是常见的身心疾病，长期疾病的
折磨，容易对治疗失去信心，而对疾病的
态度直接影响到病情的康复。因此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保持乐观良好的心态，主
动做好自我预防，积极配合医疗，从而有
效控制病情，达到提高生活质量、完全康
复的目的。

林勇

副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硕士

济宁市医学会呼吸专业副主任委员

参加了2003年抗击非典工作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

危重病人抢救工作及防治工作。从事呼吸内科临床20多

年，擅长肺内感染、肺癌、胸腔积液等疾病诊断及治疗，

并对呼吸重症、呼吸机治疗呼吸衰竭、肺康复以及慢性

肺病的健康管理有深入的研究。

11月20日，第12届中国(广州)国际
汽车展览会盛大开幕。华晨汽车以“成
功?驭悦于心”为主题，携旗下华颂、中
华、金杯三大自主品牌11款整车和5台
发动机参展，可谓阵容豪华。款款精品
不仅代表了自主品牌的品质巅峰，亦
是国际知名品牌合作的结晶，精确诠
释了华晨汽车“核心技术、优良品质和
优秀服务”的三大要素。

在本次展车争奇斗艳的盛会上，
中华汽车的“梦之队”更是豪情绽放，
艳惊四座。其中，中华新V5和中华新
H530率先傲然登场，作为A+级车的中
华新V5、中华新H530，凭借澎湃T动力
和舒适大空间赢得了市场认可。

在秉承原时尚动感的造型基础
上，增强了外形设计的层次、立体感，
大大提高了中华新V5、中华新H530作
为新一代城市高端车的观赏性。其中，
澎湃T动力是中华新V5的闪耀看点，
整车采用升级版BM15TB发动机，高
性能的涡轮增压器使T动力发动机拥
有更高的进气量，提高燃烧效率，发动
机的功率和扭矩也得到大幅提升。

以中华新V5、中华新H530为领衔
的中华品牌各款精品展车，均是华晨
汽车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推出的高
起点自主研发的高品质产品。卓越，永
不停止。华晨汽车的高端步伐也将永
不停歇，正如中国的有志者，以更成功
为人生坐标一般，崛起中的中国，花开
红艳香飘万里！

卓越，永不停止
——— 华晨精品驾临羊城,锋芒毕露

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宪法日 巨野县人民法院向群众“开放”

众众网网友友““零零距距离离””了了解解法法院院工工作作

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生
产的崂仰山泉水，取自风景秀丽
的青岛崂山二龙山百米深层花岗
岩裂隙间，纯天然零污染，水质优
异。属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
矿泉水，水质清澈甘冽，口感软
绵，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呈弱碱性，极易被人体接受而
使人体更健康。崂仰山泉水是在
水源地灌装，天然水质更健康。采
用先进工艺及设备进行过滤除菌
处理，严格按照IS9001质量管理
体系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矿化度低，
水质甘冽口感软绵，冲茶饮用，更
添芬芳清香。

选择一桶好水，就是选择您和
家人的健康！
预订水票：
订10桶赠2桶，城区内打电话免费
送到门。
订水电话：15550135798

制造商：
青岛原生态饮料有限公司
生产商：
青岛市崂山区仰口(二龙山)

销售地址：
巨野县招商街北段12中操场北临
监督电话：0532-87849948

崂仰山泉水
巨野总代理

省省作作家家采采风风团团来来巨巨野野采采风风
感悟文学大家王禹偁和晁补之家乡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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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12月8日讯（周广
伟 程建华） 12月4日是全国
法制宣传日，也是我国第一个国
家宪法日。巨野县人民法院为加
强民意沟通，切实推进司 法公
开，诚邀当地网友和媒体记者走
进法院，了解法官工作。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
法官职责……”4日上午9时，10

余名网友和媒体记者首先驻足
观看了巨野县人民法院宪法宣
誓仪式。随后，大家员参观了诉
讼服务大厅，旁听了一起涉毒

案件的庭审，并参加了交流座
谈会。

通过与法院亲密接触，与
法院领导面对面交流，网友了
解了法院，信任法院工作，增进
法院工作的透明度。网友表示
将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法院的
工作动态，满足人民群众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

10时，巨野县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告了集中打
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进展。据
悉，11月上旬，巨野县人民法院
集中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等犯罪行为，对拒不履行
法院裁判、影响恶劣的单位和
个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通过媒体进行曝光，对需要
采取司法拘留惩戒的，依法及
时采取强制措施。

巨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李磊介绍，巨野法院自去
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库开通以来，共将
2142例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
了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库。另外，还通过巨野法院
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90名，并在县城内几

家大型LED显示屏和部分社区
LED显示屏公布；同时在媒体
上公开曝光了有较大影响的30

名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目前，共有11名被执

行人在购买飞机票、列车软卧、
高铁票时受到拦截，94名被执
行人慑于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使案件得以顺利
执结。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
主动找申请执行人或者执行法
院协商还款事宜。

★巨野县人和木业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 (正本 ) (证号：国税鲁
字：372926782310731）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产权人王金秀的房产证（证
号：2007—SO40048）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1 . 18—30周岁，高中以上学历，
形象好，气质佳，善交流。
2 .能吃苦耐劳，挑战高薪。
3 .底薪2000元+高额提成。
电话：15552323899

山东国创置业(巨野县文昌苑售楼部)

招聘置业顾问宪
法
日
活
动
集
锦

4日上午，巨野县司法局、普法办组织全
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巨
野县紫薇广场开展以“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
治中国”为主题的“12 . 4”法制宣传日活动，同
时也标志着法治巨野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通讯员 王怀卿 摄影报道

5日，巨野交通围绕“同筑法治长城、共建
和谐社会”活动主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横
幅、设立固定咨询台、摆放展板和发放宣传资
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开展主题系列活动。

通讯员 杨远可 张少华 摄影报道

4日上午，巨野县烟草专卖局在紫薇广
场，现场设置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咨询台，开展

“12 . 4”全国宪法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消
费者及卷烟零售客户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
规。 通讯员 刘洪涛 摄影报道

本报巨野12月8日讯（刘谓
磊） 5日上午，《山东文学》杂志
社社长杨文学一行作家采风团，
深入巨野县采风。巨野县委书记
成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
涌和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薛令伟等县领导热情接见并与
之亲切交谈。

成伟书记向作家采风团简
介了巨野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杨文学社长对巨野县近几年来
城乡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予
高度评价，对巨野县厚重的文化
资源表示赞赏。他说。来到文学
大家王禹偁和晁补之的家乡采
风感到自豪，他将带领他的团队

“深耕”巨野沃土，捕捉创作灵
感，着力通过文学媒体生动推介
巨野，讴歌麒麟故乡改革发展之
正气，为巨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
良好舆论氛围。

省作家采风团，在巨野县委
领导和县文联、作协等负责人的
陪同下，先后深入到花冠酒业、
新巨龙煤矿和龙美生态示范园
等地参观调研，体验生活。

巨野县取缔一家非法投资基金公司

为为8800余余名名群群众众追追回回223300余余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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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早更女友

《我的早更女友》讲述一个因
爱情提早进入“更年期”的女生又
被爱情治愈的故事。导演郭在容介
绍，该片是继《我的野蛮女友》《我
的机器人女友》之后，“女友系列”
的第三部。

《我的早更女友》秉承了郭在
容导演(《我的野蛮女友》)一贯的爱
情喜剧风格，而对于“早更”概念，
郭在容解释，这个全新的词汇并不
专指更年期提早，就像“野蛮女友”
也并不是真的野蛮。他还表示，韩
国女友全智贤打破了亚洲女性的
习惯认知，中国女友周迅则让人充
满了想象力，“把性感、清新、疯狂
集于一身，想不到中国女演员中有
谁会比周迅更适合了”。

当对爱情绝望的“早更女”戚
佳(周迅)，遭遇终极痴情 “暖男”
袁晓鸥(佟大为)，欢喜冤家聚首，上
演一出啼笑皆非又温暖动人的故
事。因为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恋
情，戚嘉身心亮起红灯，性无能、半
年不来大姨妈、多重人格一起
来……为了治愈这样一位“早更女
友”，五星级暖男袁晓鸥只有你想
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点点滴滴的
温暖，让她重拾爱的信念。

影讯 12月12日

本报巨野12月8日讯 (刘谓
磊 ) 近日，记者从巨野县公安
局获悉，经群众举报，巨野县公
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迅速查处
了一家非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为80余名群众及时追回
230余万元。

有群众举报称，在巨野县
某商场10楼，设立的深圳锦途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菏泽
分公司，自2014年6月份成立以
来，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大
量招收业务员，并上街散发邀
请函、在公司召开产品说明会
等形式进行公开宣传活动。以
保底月息一分五厘的收益，销
售锦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
社会非法吸收存款。部分群众

受高息的诱惑，开始购置基金。
仅两个月的时间，就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230多万元。

对此，巨野县公安局迅速
成立专案组，经过办案民警的
连续奋战，终将80余名群众的
230余万元存款全部追回，退还
购置基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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