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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扔了之？危险！
过期药品对环境造成污染

《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
皮书》披露，我国约有 78.6%的家
庭备有家庭小药箱，其中，30%至
40%的药品超过有效期 3年以上，
80%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
箱的习惯，全国一年产生家庭过
期药品约1.5万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师
于磊说，大多数药品过期后容易
分解、蒸发，散发有毒气体，造成
室内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对人
体呼吸道产生危害。过期药品被
作为生活垃圾处理，会对空气、土
壤和水源环境造成直接污染。

然而记者走访成都、长春等
地发现，与废旧电池回收不同，目
前大部分小区都很难见到过期药

品回收点，更没有专人负责登记
保管。一些不法商贩还收购过期
药品，进行“翻新加工”，然后再售
卖到其他地区或偏远的农村。

“过了有效期的药品，3折或5
折回收……”在一些城市大医院
附近的小街上，“收药”的小摊子
或小广告随处可见。一位回收过
期药的药贩子说：“过期药一般卖
到农村或者小诊所，像有些散装
的药片，又没写过期时间，一般回
收就几毛钱一片，重新包装后一
片能卖几块钱，很好卖！”

“附近社区不少人都拿过来
卖，跟卖旧报纸一样，没什么不
同，还能赚点小钱。”这位药贩子
坦然地说。

2017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就
查处了一起倒卖“回收药”案件。
嫌疑人李某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非法收购、转售药品，涉案金额高

达20万元。

定点回收？太难！
过期药回收长效机制缺失

过期药品处置涉及回收、保
管、储存、无公害销毁等多个环
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还没
有建立完整的过期药品回收长效
机制。

缺乏责任主体。我国《药品
管理法》第四十九条将“超过有效
期的药品”定性为“劣药”，并禁止
生产和销售劣药，而对过期药品
的处理行为却没有说明，对实施
处理过期药品的责任主体也没有
规定。目前虽然各地出台了一些
过期药品处理办法的地方性规
定，但是仅停留在“办法”和“意
见”层面。当前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还仅靠个别企业或政府部门的

公益性活动实施。
群众回收意识不足。记者走

访发现，很多人对过期药的危害
认 识 不 足 ，缺 乏 主 动 回 收 的 意
识。四川南充市川北医学院去年
对该市两所高校 857 名大学生进
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9.5%的大
学生未参与过过期药品回收，其
中 58.6%的大学生不知道回收地
点，28%的大学生不知道药品可以
回收。

尚未形成长效机制。记者
从吉林省内某大型连锁药店了
解 到 ，该 药 店 只 在 食 药 监 部 门
通知搞活动期间接收过期药品
回收，一年也就 2-3 次，其余时
间并不接收百姓零散的过期药
品。

“现在参与回收的企业非常
少，而且由于过期药品的特殊性，
需要应用医疗用品的专业销毁方
式进行销毁。但很多地方销毁费
用过于昂贵，不菲的销毁费用成
为制约企业继续进行该项公益事
业的瓶颈。”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市 场 策 划 部 部 长 陈 志 钊 说 ，
2004 年，该企业开始开展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每年平均
投入均达数千万元。

过期药品回收需全社会
共同参与

今年3月中旬，广州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国内多家医药企业
发起成立“全国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联盟”，并启动了网络线上回收
试点，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国内17个城市上线。用户在手机
上“动动手指”，扫描过期药盒上

的追溯码，填写好地址、联系方式
等资料，就能一键召唤快递员免
费上门取药，完成回收全流程后，
还可领取鼓励优惠券。

据介绍，不同城市里的快递
员将把收集来的过期药密封打
包，贴上标签，注明回收点、经手
人、回收单位及回收日期等信息
后，统一运输至联盟指定、具备回
收资质的工厂中，由专业人员进
行 处 理 后 ，投 入 最 高 温 度 可 达
1200摄氏度的热解气化焚烧炉中
进行无害化销毁。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希望有
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做后半段无
害化处理的事情，而不用企业去
承担这方面的费用。对于从事过
期药品回收的企业，希望国家在
税收减免等方面予以支持。”陈志
钊说，对于过期药废弃之后的无
害化处理，需要有一个明晰的责
任，可引领行业协会探索设立废
弃药品无害化处置专项补贴，对
回收处置工作好的企业进行奖
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认为，利用“互联网＋”，让过
期药品回收变得更加简单高效不
失为一个有益探索。但仍亟待加
快建立统一长效的规范化回收机
制，改变目前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仅依靠个别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公
益性活动开展的现状。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
心主任杨朝霞认为，政府应鼓励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引入第三方
力量，共同解决过期药品回收难
题。

（董小红 赵丹丹）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卡在哪儿？

药酒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被视为强身健体的良方之一。
随着医学的发展，今天人们认识
到药酒除了补身健体的效用外，
也带来一些“意外伤害”问题。

日前，一位 85 岁男性患者
因“ 肾 衰 、全 身 皮 疹 ”入 院 治
疗。医生问诊得知，患者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史，两周前用人
参和鹿茸等调制药酒，饮用 3 天
后开始出现流鼻血、颜面部水
肿、头顶和颜面多发红色斑丘
疹伴瘙痒和脱屑。综合考虑患
者的症状与药酒某些成分引起
全身变态反应，引起了急性过
敏性小管间质性肾病而导致肾
功能受损。经过治疗，两周后
患者的皮疹逐渐消退，肾功能
恢复正常。

与上面这个病例类似的情
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究其原
因，是人与药酒“水土不服”的问
题。

中药制成酒剂主要为了缓
和药性、调整药物归经和降低毒
副作用等。药酒根据所含中药
种类分为单味和复方药酒；根据
用药方式分为口服和外用；根据
功效不同分为祛风除湿、舒筋通

络、活血化瘀、散寒止痛等。据
记载，药酒主要分为治疗性和养
生保健两大类，比较有名的是

《和剂局方》中用于补气益血的
十全大补酒，《圣济总录》中用于
补肾壮阳的巴戟天酒，《绿竹堂
集验方》中用于滋阴填精的人参
固本酒，《长寿补酒》中用于强筋
健骨的地膝酒、地胡酒等。

药酒的药材选择、基酒选
择、配制过程、服用方法及适用
人群均有严格标准，并非所有药
材均可入酒，也并非人人适宜。
如川乌、草乌中所含的乌头碱就
属于毒性成分；雄黄酒中主要成
分为二硫化砷，加热后经化学反
应变成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
霜，毒性极大。针对某种病症的
治疗性药酒若被当作滋补类药
酒，过量饮用会造成严重的不良
后果。

近年来，部分中药材造成肾
功能损伤的报道屡见不鲜。综
合来看，常见易引起肾损伤的药
物包括：1.植物类：雷公藤、益母
草、细辛、芫花、乌头、马钱子、苍
耳子，含马兜铃酸类中草药等；
2.动物类：全蝎、蜈蚣、斑蝥、青鱼
胆、蟾蜍等；3.矿物药：朱砂（硫化

汞）、雄黄（硫化砷）、砒霜（三氧
化二砷）、胆矾（硫化铜）、密陀僧
等。其中，马兜铃酸类药物广泛
用于泌尿系结石、产后乳汁不
通、肾病消肿治疗等，但此类药
物也可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变
性、坏死，甚至在大量使用后可
引发急性肾衰竭，因此要谨遵医
嘱使用。

药与酒结合成为药酒后，除
了药材是否适合个体及病症外，
其中的酒精成分也与人体健康
有着密切关系。酒精与很多西
药都有协同作用，可增加药物的
毒性，因此在西药说明书上几乎
都 有 服 药 期 间 禁 止 喝 酒 的 说
明。比如，酒精与头孢类抗生素
同服，可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即
发生面部潮红、眼结膜充血、视
觉模糊、头颈部血管剧烈搏动或
搏动性头痛，出现头晕、恶心、呕
吐、出汗、口干、胸痛，甚至心肌
梗死、急性心衰、呼吸困难、急性
肝损伤、惊厥及死亡等。机体敏
感的患者仅进食含酒精的饮料、
酒心巧克力、藿香正气水，甚至
用酒精消毒皮肤都可能诱发双
硫仑样反应。

所以，服用中西药物治疗疾

病期间，尽量避免同时服用药
酒，需要药酒作为辅助治疗时也
应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中医辨
证属阴虚或血热者、阴虚阳亢或
里热实证者，如口干舌燥、五心
烦热、盗汗失眠、易流鼻血、小便
黄浊、大便燥结者等，均应慎服
药酒。老年人服用药酒更要注
意有无不良反应，如出现醉酒、
胃肠不适、呕吐、眩晕、血压波动
等。西医认为，酒精可以抑制中
枢神经系统、引起胃黏膜损伤、
造成肝功能损害，长期大量饮酒
还会导致血尿酸增高、诱发横纹
肌溶解和肾功能下降。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肝肾疾病、心血
管疾病、消化性溃疡、高尿酸血
症、痛风、癫痫等患者均不宜长
期大量饮用药酒。酒精过敏、有
皮肤病、感冒或发热期也应慎用
药酒。

总之，药酒不只是药还是
酒，需严格掌握适应证和禁忌
证，避免应用不当对身体造成损
害。若不辨自身体质寒热虚实、
不辨药性四气五味、不了解药物
之间配伍禁忌，自行任意配制和
服用药酒则隐患更大。

（许慧莹 李月红）

药酒误用可能伤肾脏

云南省公安厅 15 日通报，
2017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非
法集资类案件 180 起，挽回经
济损失2.4亿余元，有效遏制了
非法集资活动的高发态势。但
云南省非法集资发案形势依然
严峻，广大公众须警惕“消费返
利”等多种新型非法集资，谨防
上当受骗。

云南省公安厅介绍，非法
集资发案波及领域广、社会危
害性大、参与人员损失惨重，目
前投融资类中介机构、互联网
金融平台、房地产、农业等行业
内的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借贷
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消
费返利等新型领域逐步成为非
法集资重灾区。云南数起非法
集资案件均出现犯罪嫌疑人以
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募集大
量资金，资金链断裂后到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或“跑路”。这些
非法集资活动从沿海向内地，
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甚至农村

偏远地区蔓延，不法分子冒用
金融创新、慈善互助等项目，授
意、唆使参与者通过虚构商品
交易获得“消费返利”等手段，
包装设计项目和产品，诱惑群
众投入资金行骗。

云南省公安厅提醒，针对
新型网络传销、非法集资等经
济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广大群
众要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警惕存在以下情形的项目：“看
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投
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
属；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

“免费”养老；私募入股、合伙办
企业，但没有企业工商注册登
记；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
以扶贫、慈善、互助为幌子的项
目活动；以组织旅游、讲座等方
式招揽老年群众；“投资”“理
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
外；要求以现金方式向个人账
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等。

（王研 字强）

警方提醒：

警惕“消费返利”等新型非法集资

记者近日从南京市儿童医
院获悉，该院骨科患儿自4月起
明显增多，较往年6、7月份临近
暑期患儿增多，今年骨科提前
迎来手术高峰。专家介绍，患
儿以车祸、意外外伤等原因导
致的骨折居多，提醒家长要选
择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

南京市儿童医院河西院区
住院部骨科的病区里，所有病
床均已住满，且有加床。该院
骨科护士长陈丹告诉记者，骨
科病区共有 106 张床位，进入 4
月以来基本处于满员状态，时
不时还需加床。该院骨科主治
医师王儒法说，住院患儿中有
近七成是骨折，以车祸、意外外
伤等原因导致的居多，有部分
是高空坠落伤。

当前，车祸已成为儿童外
伤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南
京市儿童医院2017年收治各类
车祸伤患儿（包括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共928例。该院外科重
症监护室主治医师张明表示，
收治的严重车祸外伤患儿中几

乎都是没有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

专家表示，儿童处于发育
期，骨骼脆弱，经不起任何强力
冲击或撞击，一旦发生车祸，最
易受伤的多为儿童。“有些家长
开车时喜欢把孩子放在副驾驶
位置，以为系上安全带就万事
大吉了，其实不然。发生车祸
时，安全带的牵拉可能造成孩
子胸部骨折，弹出的安全气囊
也可能造成孩子窒息，正确的
做法还是选择专用的儿童座
椅。”张明说。 （邱冰清）

专家：

车祸造成儿童严重外伤增多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很重要

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获悉，近期，医院收治
了一些被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些
患者有经常吃海鲜和烧烤的习
惯。专家提醒，夏季吃海鲜、烧烤
要注意卫生，小心寄生虫感染。

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
医学教研室副主任柴湘平教授介
绍，一些患者喜欢吃夜宵、吃烧烤，
还有患者曾吃过生蛇肉和蛇胆，导
致肝吸虫、裂头蚴及囊虫等寄生虫
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引起血液中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最终引起血管
内皮损伤，有发生脑梗和心肌梗死
的风险。

柴湘平提醒，人感染寄生虫的
主要途径是进食含有寄生虫或虫
卵的食物或饮水。烧烤食物、海
鲜、生肉里的寄生虫可以随着食物
进入体内，在人体内繁殖。人的胆
道、皮下、肌肉是寄生虫常见的聚
集地。夏天是很多人享受美食的
季节，不少人喜欢吃“生猛海鲜”，
需要注意的是，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要保持警惕，切忌生吃海鲜和
蛇类。 （帅才）

专家：

夏季吃海鲜、烧烤等
小心寄生虫感染

新华社郑州5月16日电
（记 者 王 烁）手 机 下 载 指 定
APP，驾驶员就可以轻松享受
停车引导、反向寻车、电子缴费
等“一站式”停车服务。日前，
河南省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
强停车服务收费监管工作的通
知》，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

“互联网+智慧停车收费管理”，
切实做到经营透明、信息公开、
收费合规、管理便捷。

近年来，伴随“停车难”问
题日益凸显，一些停车场经营
者不认真执行停车收费相关规
定，收费不公示或公示不规范、
超标准收取机动车停车费等违
规问题时有发生，停车收费乱
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河南要求，机动车停车场
经营者要在车辆停放和收费地
点醒目位置设置收费公示牌，
标明停车收费主体、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计费方式、服务内
容、投诉电话等；机动车停车场
经营者可通过当地媒体、网络
信息推送等形式适时公布停车
收费政策。

停车难问题说到底还是公
共停车位资源缺乏。河南省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南
将通过价格杠杆进行调节，按
照 补 偿 成 本 、合 理 回 报 的 原
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停车场建设和
运营，鼓励单位专用停车场对
外开放。

我省推进
“互联网+智慧停车”收费管理

家中大扫除，药箱一并整
理，发现不少药品已经过期了，
挑出来直接扔进垃圾箱。这样
的场景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明确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然而，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长期以来，
家庭过期药品并没有被专门回
收和处理，大部分都作为普通生
活垃圾直接扔掉，家庭过期药品
面临无人回收、无处回收、难以
回收的尴尬局面。

一项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
《家庭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发
现，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养育方
式可能是导致儿童友谊破裂的
重要因素。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
和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研究人
员对 1523 名来自小学一到六
年级的儿童及其父母的心理状
况和养育方式进行了调查。结
果发现，父母出现抑郁症状会
严重影响其子女与同龄人的友
谊。另外，这个年龄段的儿童
与其好友“闹掰”，一个很重要
的影响因素就是父母的养育方
式。

研究人员将养育方式分为
行为控制型（如夜晚不许出
门）、心理控制型（羞辱）和温暖
型 3 种，并将父母心理状况与
养育方式两者区分开来。

排除儿童自身社交能力不
足可能造成的影响后，研究发
现，父母抑郁和心理控制型养
育方式会增加儿童友谊破裂的
风险。有抑郁临床症状的父
母，其子女同挚友友谊破裂的
风险增加了 104%，心理控制型
养育方式也会使儿童友谊破裂
风险增加，但没有前者比例大。

研究人员说，这两个因素
对友谊破裂造成的影响均比儿
童社交能力不足造成的影响
大。

论文共同作者、佛罗里达
州大西洋大学心理学教授布雷
特·劳尔森说，具有抑郁和心理
控制型养育方式的父母会使儿
童无法习得与人健康相处的方
式，这可能对他们未来处理人
际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周舟）

研究称：
父母是导致

儿童友谊破裂的重要因素

蒲公英，又名黄花地丁，为菊
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蒲公英及其
多种同属植物的带根全草，为药
食两用食物，入食则鲜用，入药鲜
用、晒干应用均可。

中医认为，蒲公英性味苦、
甘、寒，入肝、胃经，有清热解毒、
消痈散结、利湿退黄、通淋止痛之
功。适用于乳痈、乳房胀痛、乳
蛾、疔疮热毒、热淋、黄疸、热结便
秘等。《随息居饮食谱》言其“清
肺，利膈化痰，散结消痈，养阴，凉
血，舒筋，固齿，通乳，益精”。《本
草衍义补遗》言其“解食毒，散食
滞，化热毒，消热肿结核疔肿”。

《本草备要》言其“专治乳痈，疔
毒，亦为通淋妙品”。《本草正义》
则言“蒲公英，其性清凉，治一切
疔疮、痈疡、红肿热毒诸症，可服
可敷，颇有应验，而治乳痈乳疖，
红肿坚块，尤为捷效”。

药理研究表明，蒲公英含蒲
公英甾醇、蒲公英素、蒲公英苦
素、果胶、胆碱等，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溶血性链球菌有较强的杀
灭作用；对肺炎双球菌、白喉杆
菌、绿脓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
菌等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故有

“天然抗生素”之称。由于制药工
业的发展，蒲公英已被制成多种
剂型，如针剂、片剂、糖浆剂、冲剂
等，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多种感染
性疾患，除外科的淋巴结炎、疖
肿、乳腺炎、丹毒外，还用于上呼
吸道感染、传染性肝炎、胆系感
染、五官科感染、慢性胃炎、消化
性溃疡等，甚至手术后预防感染
败 血 症 等 ，都 收 到 了 良 好 的 效
果。现介绍几则治疗方，供选用。

1.蒲公英粥：蒲公英 30克（鲜
者加倍），大米 100 克，白糖适量。
将蒲公英择净，放入锅中，加清水
适量，浸泡 5～10 分钟后，水煎取
汁，加大米煮粥，或将鲜蒲公英择
洗干净，切细，待粥熟时调入粥
中，纳入白糖，再煮沸即成，每日1
剂。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适
用于乳痈、乳房肿胀疼痛、流感、
感冒、热结便秘等。

2.凉拌蒲公英：鲜蒲公英、生
姜、大蒜、葱白、调味品各适量。
将蒲公英择洗干净，切段；生姜洗
净，切丝；大蒜洗净，切粒；葱白洗
净，切粒。将鱼腥草放入盘中，纳
入姜丝、蒜粒、香油、食醋、酱油、
鸡精适量拌匀即成，每日1剂。可
清热解毒，利咽消肿。适用于感
冒、流感、咽喉疼痛、疔疮疖肿
等。 （胡献国）

蒲公英的妙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