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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知一周新知

“试药族”
且行且审慎

□ 廖海金

疗养苑疗养苑

试药，本是一件必要且极为严肃的事情。
试药也是有风险的，对于健康受试者来说，他
们代替患者承担了这种风险。但是，试验机构
都很谨慎小心，一旦出现过敏等意外情况，也
有完善的救助措施作保障，所以基本上没有太
大的危险。据专业人士介绍，在我国，能够进
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是完成了动物实验、毒
性实验等临床前环节，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
证明了 90%以上，因此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
当高的，且主要试验的是疗效，自愿试药者所
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再者，现在
试药过程已经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监控体系，不
存在“拿人做实验”的问题。

据了解，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推向市
场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和
临床试验这三个过程。其中临床试验分三期，
第二、三期试验是为了观察药物的有效性，所
以受试对象为病人；而第一期试验是为了观察
药物的安全性和代谢过程，需要在健康人身上
试验。

试药不可怕，“职业试药”才可怕。因为，
根据规定，人体两次药物实验的间隔期一般要
三个月，且国家对药物实验前的准备、实验方
案等也有明确要求。再者，试药人同时试用不
同药物也会危害健康。而“职业试药”便违背
了这些基本且十分重要的常理，其风险显而易
见。频繁服用不同的试验药品，不仅让其自身
承受了较大的风险，同时也干扰了其所参与的
临床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据悉，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对试药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受试者参
加试验必须是自愿，同时试验机构必须要与受
试者签订《知情同意协议书》，明确告知试验方
案、试验风险程度及补偿条款，以确保受试者
的权益。因此，试药行为，不应该是单纯的市
场交易行为，更不能沦为一种地下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试药行为，无论如何都
离不开严密的市场监管。躲过第三方权威机
构监管的试药推广活动，尤其可能成为一场不
对等的博弈。药物推广方无疑处于强势地位，
而试药者就是“拿生命在对赌”。这不只意味
着“试药人”个体的风险，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药物市场的失控风险。为此，必须对试药行为
加强管理。一方面，对于推广试药的药物名
录，要进行严格审查；另一方面，对于试药的过
程，也要置于监管的眼皮底下。与此同时，对
于那些地下试药行为，应该进行严厉打击。只
有管罚并用，地下试药行为才可能矫枉过正，
从而进入人们预期的审慎、科学、可控的轨道。

在医学临床实验过程中,为观察药物的安
全性和代谢过程,需要在健康人身上进行药物
测试,“试药族”应运而生。业内人士介绍,武汉
活跃着大约1000名流动“试药人”,他们大多数
是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学生。他们每次试药
的收入是千元左右,但是也有高风险。

（8月3日《楚天都市报》）

无花果好处多
中医认为，无花果性平，味甘，入肺、脾、大

肠经，有健脾清肠、消肿解毒、利咽抗癌的作用，
主治消化不良、肠炎、痢疾、便秘、痔疮、喉痛、痈
疮疥癣等。炎热季节，无花果熟透后，绵甜糯
软，口感甚好，且营养丰富而全面，有很好的食
疗功效。

健康食谱推荐
代茶饮 无花果5～7枚，青果10克，一同水

煎，加适量蜂蜜，代茶饮服，一日数次。此茶具
有清热利咽、消肿止痛之功效，适用于肺热声
嘶、咽喉刺痛、肠燥便秘等症。

煮粥 鲜无花果 50 克，粳米 100 克，冰糖适
量。粳米洗净加水煮粥，待粥煮至黏稠时，加入
去皮无花果略煮，粥将成时加入冰糖即可。此
粥健脾益气、润肺解毒。用于辅助治疗早期肺
癌、咽痛、咳嗽、泻痢、痔疮等。

生食 大便秘结、脱肛和痔疮，取鲜无花果
生吃，每日2~3个。

（连晶华）

巧食无花果巧食无花果
健脾助消化

天气炎热，无花果像一股清泉，给人以清
凉爽快之感，暑气顿消。尤其是红彤彤的果
实，让人垂涎欲滴。其味道甘美，且可药食两
用，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电子娱乐
不能令人放松

德国和荷兰的研究人员日前在《通信杂志》上发表
研究说，人们在高度紧张地工作一天后看电视或玩电子
游戏，不但不能放松身心，而且往往会增加内疚感和挫
败感。

德国美因茨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人
员近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访问了 471 人。他们发现，在
紧张地工作或学习一天后，一些特别筋疲力尽的人会觉
得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是在浪费时间，让自己不断拖
延。因为屈服于自己找乐子的想法而没有去做其他更
重要的事情，会让他们产生内疚感。结果，这些人并没
有感觉精神焕发。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缓解精神疲惫与玩电子产品
放松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那些认为可以从电子产
品中获得放松的人往往事与愿违，没有得到丝毫放松，
因为他们会觉得玩物丧志而失去了自控能力。

诺氟沙星
易阻滞儿童骨骼生长

诺氟沙星又叫氟哌酸，是一种喹诺酮类人工合成的
抗菌药物，目前临床常用的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还有环丙
沙星、氧氟沙星（氟嗪酸）、左氧氟沙星、洛美沙星、司氟
沙星等。由于此类药物具有口服易吸收、抗菌谱广、抗
菌活性强、价格较低等特点，已成为临床重要的一类抗
感染药物，广泛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感染、肠道感染
与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不宜
使用这类药物。因为氟哌酸可以使人体骨骺线提前骨
化，阻滞儿童骨骼的生长发育，所以，它只适用于成年
人，不宜用于儿童。

骨骺线是人体骨骼的生产发育点，它长在长骨，也
就是四肢骨的两端。一般来说，女孩在十二三岁以前，
男孩在十四五岁以前，骨骺线细胞十分活跃，这样才能
使儿童不断长高。如果处在这个年龄的儿童服用了喹
诺酮类抗生素，如诺氟沙星、氧氟沙星等药，会导致孩子
的骨骺线过早骨化，其后果是儿童停止长高。对16岁以
下的儿童，特别是骨骼处于生长期的婴幼儿应该禁用这
类药物，以免发生骨、关节病变及骨生成受阻所致矮小
等情况的发生。

茴香籽
有助于缓解经前综合征

据统计，多达2/3的女性深受经前期综合征折磨，一
些重症患者会变得更加暴力或发生严重抑郁。据英国

《每日邮报》近日报道，欧洲人类生殖及胚胎学会年会上
宣布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茴香籽有助于女性缓解经前期
综合征。

新研究中，伊朗乌米亚大学科学家将36名参试女性
分为三组，分别测试了茴香籽在缓解经前期综合征方面
的作用。第一组女性从月经前3天至月经后 3天连续服
用茴香籽提取液，第二组经常锻炼，第三组生活照常。8
周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和第二组参试女性经前
期综合征症状都得到改善，第一组更为明显。

新研究负责人哈桑·帕泽基分析指出，经前期综合
征是由女性体内激素失衡紊乱所致。茴香籽有助于平
衡女性体内雌激素，进而缓解经前期综合征症状。

（陈 亮）

双掌轻柔面部
即用两手掌紧贴面部，均匀的用

力以每秒2次的速度在面部来回揉搓
1~2 分钟。此法可以疏通面部神经，
有促进睡眠、防止皱纹的作用。

拇指揉搓耳朵
两拇指紧贴前耳下端边缘，由

前向后，自下而上的方向，用力揉
搓 双 耳 1~2 分 钟 。 此 法 可 疏 通 经
脉，有清热安神、防止听力退化的
作用。

指端按摩头皮
把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弯曲

成45°的角度，用指端以每秒8次的速
度在头皮上来回按摩1~2分钟。此法
可以加强头部的供血量，促进血液的
循环，加速入睡。

双掌重叠揉腹
两掌重叠后紧贴腹部以每秒 1~2

次的速度，持续环摩腹部所有部位，重
点脐部及周围，按摩 2~3 分钟。此法
可以健脾利胃，促进消化吸收。

推摩前胸后背
两掌以每秒 2 次的速度，自上而下

用力推摩后背和前胸，推摩 2~3 分
钟。此法有强心、健腰、疏通脏腑经脉
的功效。

搓摩颈肩部位
两掌以每分 1~2 次的频率，用力

交替搓摩颈肩肌肉群，重点在颈后脊
两侧，揉摩个 3~4 分钟。此法可以有
效缓解疲劳，预防颈肩病变。

（梁 才）

最有益睡眠的按摩保健法
很多人都知道，临睡前喝杯牛奶有助于催眠，但对于牛奶过敏的失眠患者来说这招恐怕就不起

作用了。其实，生活中除了某些食疗方能够改善失眠症状外，一些运动保健法也能起到良好的助眠
作用。下面我们就来为你介绍有益助眠的按摩保健法。

健康贴士健康贴士

宜祛暑滋阴
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加大，在饮食

上应坚持祛暑清热，多食用一些滋阴润
肺的食物。专家指出，秋季燥气上升，
易伤津液，因此，在饮食上应以滋阴润
肺为宜，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粳米、
蜂蜜、枇杷、菠萝、乳品等柔润食物，以
益胃生津。另外，多吃豆类等食物，少
吃油腻厚味之物。

考虑到天气还可能会依旧炎热，市

民可通过多吃蔬菜、水果来降暑祛热，
还可及时补充体内维生素和矿物质，中
和体内多余的酸性代谢产物，起到清火
解毒的作用。蔬菜应选择新鲜汁多的，
如：黄瓜、冬瓜、西红柿、芹菜等。水果
应食用养阴生津之品，如：葡萄、西瓜、
梨、香蕉。另外需要提醒的是，立秋之
后生食大量瓜类、水果容易引发胃、肠
道疾患。因此，脾胃虚寒者注意不宜食
用过多。

重养阴补虚
秋天正是养阴补虚的好时节，但是

秋补可不能乱补，只有了解自己的体质
才好对症进补。

如果呼吸浅短，声音低微，神倦懒
言，动则汗出，食欲减少，舌质淡就属于
气虚体质。用黄芪、党参、西洋参沏水
喝，或者熬粥喝是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面色苍白，口唇淡白，夜热盗
汗，肌肤枯涩，舌淡红无苔就属于血虚
体质。可以用当归、红枣、何首乌、桑椹
熬粥，在炖鸡汤、炖肉时也可以加点。

如果颧面潮红，口燥咽干，盗汗，尿
少而赤，大便秘结，舌红少苔就是阴虚
的体质。可以用麦冬、五味子、山药、百
合等，熬粥的时候可以放几味。

养生食谱
百合，清心养神 百合味甘、性微

寒，归心、肺经，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
神、润肺解渴、止咳止血、开胃安神的功
效。适用于阴虚久咳，惊悸、失眠、多
梦，精神恍惚等症状。

梨，生津润燥 生津、润燥、清热、化
痰等功效，适用于热病伤津烦渴、消渴
症、热咳、痰热惊狂、噎膈、口渴失音、眼
赤肿痛、消化不良。梨是最常见的清肺
食物，可以将它蒸着吃，可以煮汤，还可
以捣泥成梨糕。

银耳，补气补肾 银耳被称为“穷人
的燕窝”，具有强精、补肾、润肠、益胃、
补气、和血、强心、壮身、补脑、提神、美
容、嫩肤、延年益寿之功效。

（黄 鹭）

悦生活

初秋饮食 祛暑滋阴
上周已立秋，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然而高温天气持续，让很多市民感到颇有“秋老虎”发

威的感觉，养生专家提醒，时至立秋，防暑和滋阴是养生保健的关键词。

深度调查深度调查

网络购药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产生了价格、质量、
配送等问题。记者调查发
现，与“潮鸣电掣”般获取证
书不相符的是，当前只有少
数网店运营较好，更多的正
在惨淡经营，或者只是建个
空壳网站，先拿下牌照，观
望市场。即便某些经营较
好的网上药店，也存在不少
问题。

首先，网店大打“价格
战”。为了扩大销量，提升
知名度，网上药店纷纷打出
最低价。我省某网上药店

工作人员直言，“因为比实
体药店中间环节少，网上大
多 数 药 品 价 格 低 于 实 体
店。”低价竞争策略，给现行
的药品价格体系带来了一
定的冲击，也不利于消费者
理性购药。

其次，药品真假难分
辨。按照相关规定，凡是向
个人消费者零售药品，首先
应当是实体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符合自建网站审批管
理规定。但网上药店利润
高，加上监管难度大等原
因，不能完全排除某些不法

药 商 在 网 上 兜 售 假 劣 药
品。今年5月7日，国家食药
监总局发布网络购药消费
提示，“根据地方药监部门
既往查办案件取得的经验，
网上代购境外抗癌药约有
75%被证实是假冒药品，轻
则贻误病情，重则造成更大
伤害。”

再次，某些线上药店缺
乏必要的软件支撑，网站建
设滞后、功能不健全。记者
观察发现，我省某些网上药
店零售药品品种极少，且某
些 药 品 与 介 绍 图 片 不 相

符。记者点击“全部商品分
类”中的“中西药品”，显示
只有零星几种药品，且点击
主页推荐的药品时，网页立
刻跳转到其他无关页面，根
本无法点开详细阅览。

网络购药网络购药：：想想说爱你不容易说爱你不容易
□□ 见习记见习记者者 万芸芸万芸芸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成熟，网上消

费习惯不断巩固，网络购药正成为时

尚。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

下称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显示，截至

今年8月2日，获取《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资格证》的网上药店达 229 家，前三

甲为广东 37家，浙江 24家，江苏 23家，

而我省共有 5 家。网络购药给市民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价格、质量、配

送等问题。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

日前，线上药店迎来改革红利，广州八百方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了我国第二张《互联网
药品交易资格证书》C证，这意味着，许多零售
药店不用自建网站，就能线上卖药。

此外，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
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互
联网药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
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按照当前规定，网上
药店只能销售非处方药，而一旦放开处方药的
禁令，势必拉动网上药店大发展。

谈及网络购药，将为人父的万先生说：“我
最近又在网上购买了一批孕妇保健药，药品是
官网直接发货，质量比某些实体药店更加可靠，
而且还能便宜一百块钱。”

其实，像万先生这样有线上购药经验的消
费者不在少数。相比实体药店，网上药店存在
许多优势，如经营成本较低，覆盖面宽广，药品
种类丰富，购买流程便捷，利于保护消费者隐
私等等。

基于网络购药惠民益处多，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试图尝试。据媒体报道，截至 2007年 7月
31日，我国获准线上售药的网站只有4家，2010
年我国网上药店的销售额并未突破亿元，但
2012 年却超过了 16 亿元，2013 年更是突破 40
亿元。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显示，截至今年 8
月 2 日，获取《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的
网上药店达 229 家，前三甲为广东 37 家，浙江
24家，江苏23家，我省共有5家。

●惠民益处多

●交易有弊端

●购药须理性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直
接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网上购药，对销售、储存、运
输都有专门的要求，一旦某
中间环节出现差错，消费者

就可能买错药，甚至买到假
药、过期药，这些药品如果被
服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专家提醒，消费者网络
购药时要理性，切莫被“低

价格”左右。首先，核实确
认售药网站是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批准的售药网站（可
在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查
询）。其次，主动咨询。网
上药店一般都配有专门的
咨询药师，消费者可以通过
在线咨询专业药师，详细说
明情况，获取有关购药建
议。再次，分清药品和非药
品，对店家推荐的不熟悉的
产品，确认是否有药品批准
文号。同时，不要在网上买
处方药。处方药是必须凭
医生处方购买和使用的药
品，一般消费者或药师难以
具备判断病情和处方用药
的能力。即使常见小病，或
长期使用的药品，往往也需
要根据病情由医生决定是

否维持或调整原有用药。
最后，在药品验收时，不仅
要看药品外观有无破损、产
品是否在有效期内，还应注
意在极寒或极热天气里，药
品的送货条件是否能保障
适宜温度。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邓勇
提供数据显示，“美国网上
药店的销售规模已经占到
整体销售规模的 30%左右，
日 本 为 17% ，而 欧 洲 则 是
23%。”与此相比，我国网络
购药的潜力还有待挖掘。
相信在药品生产厂家、相关
监管部门、网上药店等的共
同努力下，我国的线上药店
能逐步完善，不断满足消费
者的购药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