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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婴儿而言，妈妈的母
乳是最珍贵的奶源，它既可以
给宝宝提供抵抗力又可以增
进宝宝与妈妈的感情哦。更重
要的是母乳最经济、最实惠、
纯天然，是宝宝的绝佳选择。
漫长而又享受的哺乳期中，最
悲催的就是哺乳期妈妈生病
了，需要使用抗生素，怎么办？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

1、哺乳期使用抗生素对婴
儿的影响

哺乳期女性应用抗生素
后几乎所有的药物都能通过
血浆乳汁屏障而转运至乳汁，
但由于生理滤过系统的作用，
绝大多数药物转移到母乳的
比例较低，乳汁中药物浓度一
般较低，乳汁中每天排出量小
于婴儿的治疗量，再经婴儿消
化吸收，其体内的血药浓度较
低，对婴儿影响不大，也不可
能有任何临床作用。但是有些
抗生素经乳汁分泌量较大，也
有些抗生素本身会对宝宝产
生毒副作用，需要禁用或者暂
停哺乳。

2、哺乳期最常用且相对安
全的抗生素

青霉素类及头孢菌素类
青霉素类及头孢菌素类

抗生素在哺乳期可以安全使
用的药物，也是美国儿科医师
协会推荐的药物。哺乳期女性
服用这类抗生素，对吃奶的宝
宝基本没有影响，但是需要注
意 宝 宝 是 否 有 腹 泻 的 现 象
哦，如果只是轻微的腹泻，说
明药物对宝宝的影响不大，
妈妈可以继续吃药。如果宝
宝出现严重的腹泻，则说明
药物已经对宝宝产生了不利
的影响，最好不要哺乳了，或
者咨询医生改用其他种类的
抗生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

拉霉素相对比较安全，适当选
用。螺旋霉素、红霉素有相当
量进入母乳中，故哺乳期妇女
应禁用或暂停哺乳。

其他
林可霉素、克林霉素、氨

曲南、亚胺培南相对比较安
全，可谨慎使用。

3、妊娠期和哺乳期慎用或
禁用的抗生素

氨基糖苷类
主要不良反应是对胎儿

听神经的损害和肾功能损害，
引起新生儿前庭损害和先天
性耳聋的发生率3%～11%。包
括庆大霉素、卡那霉素、丁胺
卡那霉素、链霉素、妥布霉素。
该类抗生素易进入乳汁，对新
生儿有耳、肾毒性，哺乳期仍
需慎用(谨慎使用哦)，如必须

使用，应暂停哺乳。
硝基咪唑类
主要包括甲硝唑、替硝

唑、奥硝唑等药物哦。该类抗
生素乳汁中的浓度与血浆浓
度相似，哺乳期尽量避免使
用，以免影响幼儿的生长发
育，如需使用，应在使用甲硝
唑期间及其后12～24h内暂停
哺乳，使用替硝唑期间及停药3
天内暂停哺乳。

喹诺酮类
为合成抗菌剂，抗菌谱

广，无致畸作用，能通过胎盘
并与骨和软骨有较强的亲和
力，影响胎儿软骨发育，有潜
在导致新生儿关节病变可能。
常用的有诺氟沙星、氧氟沙
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
哺乳期禁用或暂停哺乳。

磺胺类
为人工合成的一大类广

谱抗生素，这主要包括磺胺甲
恶唑、复方磺胺甲基异恶唑
等。该类药物乳汁中含量较
高，哺乳期禁用或暂停哺乳。

四环素类
其中常用的有四环素、土

霉素和强力霉素等药，此类抗
生素脂溶性较强，易向乳汁中
转运，哺乳期使用可引起牙釉
质发育不全，牙齿永久性变色
及骨骼抑制使用，故哺乳期禁
用或暂停哺乳。

酰胺醇类
氯霉素为广谱抗生素，可

以通过胎盘或乳汁进入胎儿
或新生儿体内，由于新生儿肝
酶系统不完善，引起药物蓄
积，导致新生儿发生严重的骨
髓抑制和“灰婴综合征”，表现
为紫绀、呼吸困难、呕吐、厌
食、腹胀，进而循环衰竭，新生
儿病死率很高，故哺乳期禁用
或暂停哺乳。

抗结核药
常用药包括：乙胺丁醇、

利福平、异烟肼等。抗结核药
物易导致新生儿肝肾功能损
害，引起中毒，哺乳期应用抗
结核药物时应禁用或暂停哺
乳。

抗真菌类药物
妇产科常用的抗真菌药

主要用于治疗假丝酵母菌感
染。常用的抗真菌药，如酮康
唑、伊曲康唑、氟康唑、灰黄霉
素、两性霉素B等均可通过胎
盘和乳汁，还可引起新生儿严
重的肝、肾损害和骨髓抑制，
哺乳期禁用或暂停哺乳。

所以，哺乳期妈妈是可以
应用抗生素的，但是应在临床
医师、药师的指导下用药，并
密切观察宝宝的反应，祝愿宝
宝们健康成长，乳母们健康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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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哺乳乳期期妈妈妈妈能能用用抗抗生生素素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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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咯咯噔噔””一一下下
可可能能是是早早搏搏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早搏是一种症
状，不是疾病

“早搏是临床上很常见
的心律失常，我们正常的心
脏是窦性心律，而早搏是指
窦房结以外的心脏任何一个
部位，包括心室和心房等，提
前激动而出现的心跳。”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心血管内二科
副主任胡和生解释道。

具体来说，我们心脏的
窦房结部位会发出节律整齐
的激动，依次经过心房、心
室，从而使得心脏始终在有
规律地收缩和舒张，即窦性
心律。但在心脏正常规律跳
动过程中，在某种诱因下，心
脏的其他部位兴奋，早于窦
房结激动，就会导致心脏跳
动突然提前，这就形成了常
见的早搏。

“在临床上，有些早搏人
群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表现，
有些则会表现为心跳间歇
感、心慌、胸闷，甚至有时有
嗓子发痒、咽喉部发紧、咳嗽
等非特异性症状。”胡和生表
示，症状主要与早搏发生时
机、数目多少、早搏来源、早
搏的病因以及合并的基础疾
病等等有关。根据发生的具
体部位，早搏可以分为心室
性早搏、心房性早搏和交界
性早搏。根据发生的原因，早
搏又可分为功能性早搏和器
质性早搏。

其中，功能性早搏，大多
为偶发的，可发生于正常健
康人群，情绪激动、劳累、惊
恐、熬夜、失眠、喝浓茶或浓
咖啡等都可能诱发早搏。器
质性早搏通常是指早搏同时
合并有身体器质性疾病，包
括心脏本身疾病和心脏以外
其他系统的疾病，例如甲状
腺功能亢进、急慢性肺部疾
病、贫血、电解质紊乱 (如低
钾血症、低镁血症 )等。最常
见的则是器质性心脏病引起
的早搏，例如心肌炎、心肌
病、冠心病、风心病、心衰等。
此外，服用某些药物(如地高
辛、普鲁帕酮等)也可引起早
搏。

也可以说“早搏更多的
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疾
病。”胡和生告诉记者，门诊
中单纯因为早搏而就诊的并
不多，通常不超过10%。

大多数早搏无需
特殊治疗

功能性早搏非常常见，从
男性到女性，从老人到小孩，
身体健康的人群都可能发生
早搏。有些事通过体检心电图
中被发现，也有些是因为心慌
等症状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由
于早搏不是时时都有，一次心
电图不一定能捕捉到，最好在
有症状时做心电图增加检出
率，甚至还可以通过24小时动
态心电图来记录早搏。

“对于功能性早搏，一般
只要去除诱因即可，这对健康
没有明显的影响及危害，原则
上并不需要服药等特殊治
疗。”胡和生说。但是，如果在
早搏发作时心悸胸闷等症状
比较重，则可以短期服用一些
副作用较小的β受体阻滞剂，
如倍他乐克、普萘洛尔等，缓
解症状。

“有些人可能在没有出现
早搏常见的诱因时，做24小时
动态心电图也会发现早搏。”
胡和生表示，只要24小时内早
搏不超过100个，基本可以忽略
不计，也不需要治疗和处理，
观察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在
功能性早搏中有一种特发性
早搏，尤其是特发性室早，在24
小时内早搏个数可能达到几
千或数万。对于这种类型的早
搏，如有症状，可以适当给予
药物治疗。

如果药物控制效果不
好，24小时早搏超过1万个，而
且早搏负荷超过心跳次数的
10%，则可以选择微创射频消
融手术治疗。目前这类手术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根治早
搏成功率能达到90%以上。不
过，胡和生表示，这类特发性
早搏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很
小，同时也声明一下，室性早
搏是否需要治疗，不完全取
决于室早的多少(虽然室早越
多，对心脏及血流动力学影
响越明显)，主要取决于有无
明显的症状，是否影响生活
质量，以及长期存在是否使
心脏扩大，如果这些都不存
在，则室早不需要治疗。

对于这种特发性早搏，有
些病人可能在服用普罗帕酮
类药物治疗，胡和生认为，由
于这类药物有潜在致心律失
常作用，潜在风险更大，不推
荐长期服用，推荐短时间内服
用用于控制症状。

99%的早搏不会
引发猝死

“对于器质性早搏，最重要
的是针对原发性疾病治疗。原
发病疾病好转后，早搏自然就
会随之减轻甚至消失。”胡和生
表示，至于究竟是否还要单独
针对早搏治疗，则需要综合评
估早搏带来的风险，医生一般
通过心电图，评估早搏发生的
时间和部位，并考虑和原发性
疾病的相关性等。频繁的房性
早搏有可能发展为房速、房颤，
这就需要在原发疾病治疗的同
时适当用药治疗。有些室早一
定要警惕，如室早伴有明显心
悸、胸闷、头晕等症状，严重心衰
合并频发室早，多形性室早(指
室早起源于多个部位)或室早出
现的时间很早(室早容易落在心
脏的易损期，医学上称“R on
T”)。胡和生解释道，这类“恶性
早搏”可能会导致室速、室颤甚
至猝死事件，所以即使无症状
也必须及早治疗。

门诊中，“早搏会不会有
危险或导致猝死？”正是胡和
生需要经常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种早搏一般是良性的，99%
的早搏不会引发猝死，所以大
家可以不必担心。并且，一般
情况下，对于功能性早搏，临
床上也不把‘完全消除早搏’
作为治疗目标，”主要针对诱
因及原发性疾病进行治疗或
者采取不干预的措施：观察。

“早搏过多除了会造成病
人身体不适外，时间长了还可
能因为早搏负荷过大，血流动
力学异常，心脏发生变形，可以
引发心衰、室速、室颤的风险。因
此，频发的早搏，24小时早搏负
荷超过10%及1万个以上，需要寻
求专业医生帮助，可能需要射
频消融治疗。”胡和生提醒道。

此外，胡和生表示，在生活
中应注意保持良好心态外，生
活规律，戒烟限酒、尽量少吃辛
辣等刺激性食物。对于合并心
脏疾病的早搏人群，不建议做
竞技性的运动，可以参加有氧
运动，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
活动，也不能不活动整日卧床
休息，要根据各人的身体承受
力选择适当的运动或者遵医
嘱。对于健康人群而言，专家则
表示，不必单纯因为早搏就过
度担心而不敢运动，一般的早
搏对于运动基本没有影响，不
确定时可以到医院找专业医生
评估。

很多人日常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心里面突然“咯噔”或是“心揪”了一下，这很可能发
生了“早搏”。“早搏”发生时往往会感到心悸、心慌，甚至会使人感到胸闷，部分人还会出现咳
嗽。门诊中不少人担心，早搏是否有危险，会不会导致猝死啊？对此，专家表示，其实大部分人都
经历过早搏，不同类型的早搏危险度有所区别，是否需要治疗要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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