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地蓝还能用吗？”

“限抗令”发布后，蒲地蓝成为不少

市民抗菌、进行消炎治疗的一款常见药，

甚至在流感季节成为家庭药箱“标配”。

10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公告明确

指出，蒲地蓝消炎制剂孕妇、过敏体质儿

童、脾胃虚寒者慎用。公告发布后，不少

家长纷纷疑惑：“蒲地蓝，我们还能用吗？”

针对家长的疑惑，记者采访了天津

市第五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宋玮。“药

品说明书一般五年进行一次修订。修

改药品说明书是对药品使用过程中出

现问题的及时纠正，目的是促进药品生

产企业更加规范，让公众使用的药品更

安全，这对公众来说是件好事。”宋玮告

诉记者，蒲地蓝制剂之前的药品说明书

在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上都是“尚

不明确”。此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其说明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说明书增

加了“恶心、呕吐、腹泻、过敏等不良反

应”，禁忌增加了“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

敏者禁用”，注意事项明确了“孕妇及过

敏体质者慎用”。所以，家长不用过度

慌张，蒲地蓝不是不能给孩子用，而是

要确定病症、不良反应和禁忌后再由专

业医师确定是否可用。

家长自行用药频现

“记者在调查走访时了解到，日常

自行买药、自行用药的问题普遍存在，

甚至六成以上家长表示，除了剂量，几

乎不会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家住工农村的顾女士表示，一般孩

子感冒咳嗽症状不严重的时候会自行

给点儿小药，蒲地蓝、安儿宁、健儿清解

液、沐舒坦、小葵花、头孢及希舒美等止

咳消炎类药物都是常用药，几乎每个药

店都可以很容易买到。记者在走访时

还了解到，和顾女士一样，很多家长都会

在药店自行买药，而且大家直言，除了药

品剂量，并不会太多关注禁忌问题。

儿童用药慎之又慎

每逢冬季，儿童咳嗽多发，除了“神

药”蒲地蓝，沐舒坦、易坦静、健儿清解

液、小葵花等儿科药都是不少人家中的

常备药。那后面四种“止咳药”有什么

区别？市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看似药效一样，但因药物成分不

同，其作用和禁忌也有所不同。”宋玮告

诉记者，沐舒坦、易坦静属于西药，沐舒

坦可以降低痰液粘度，便于痰液咳出，但

要避免和中枢性镇咳药同服。易坦静是

含沐舒坦成分的复方制剂，化痰平喘。

后两者为中成药，从药物成分来看，健儿

清解液和小葵花肺热咳喘口服液两药都

含有金银花、连翘等药，有清热解毒的作

用，都可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不同

之处在于，小儿肺热咳喘含有麻黄、苦杏

仁，此药的止咳平喘作用较明显，同时因

为有鱼腥草，对肺炎有抗炎作用，知母和

麦冬有一定的滋阴作用。健儿清解液含

苦杏仁，也有一定的止咳作用，陈皮有一

定的化痰作用，同时山楂、陈皮还有消食

的作用，可治疗食欲不振等，“综上，在选

择药物的时候要根据患儿症状有所侧

重，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起到作用。所

以值得提醒的是，家长在给儿童用药时

要慎之又慎，尽量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

对症用药。” 记者 杜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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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田敏）“这些占道摆摊的商

贩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日常出行，怎么解决？”近

日，本报接到市民报料称，小区位于菜市场周

边，占道摆卖的摊贩影响了该小区业主的日常

出行，也影响了环境卫生。业主希望这种情况

能及时得到治理。

市民田女士是新港海安里小区的住户，她

告诉记者，小区就在海安里菜市场西面，不少

商贩都在菜市场周边占道摆摊，在小区4栋楼

下就存在严重的占道摆摊情况。“今天管了，明

天不管，然后就会死灰复燃。”田女士表示，占道

摆摊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附近小区居民出行，也

造成了周边环境脏乱差。田女士希望相关部门

能对该处占道摆摊的情况进行长期治理。

随后，记者从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了解到，

经了解，市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针对此情况，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将对执法队员进行严格管

理，确保每名队员尽职尽责。同时统筹安排，

各班点实行无缝对接，保证出现摊贩的时间段

会有队员在该地区执勤，从而确保海安里菜市

场周边不再出现占道摊贩。并且会对占道摆

摊的行为加强治理，确保附近居民的出行安全

和便利。

时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张易廷）一座

废弃的厂房，周围杂草丛生，可谁能想到其内

竟储存着22吨柴油！民警发现这间“有问题”

厂房的过程，更是“纯属巧合”。

今年10月底，滨海公安塘沽分局北塘、新

北派出所民警在调取监控视频侦查一起刑事

案件时，发现一废弃厂房旁出现了一辆面包

车，而且该面包车后排竟然没有座椅。民警还

发现，该废弃厂房连续数日有面包车和人员出

入，还有人向车内运送塑料桶。民警推断该厂

房极有可能非法储存燃油。11月2日，民警将

正在交易的三名嫌疑人抓获归案。经审讯，嫌

疑人魏某、王某对其涉嫌买卖危险物质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嫌疑人姜某对其涉嫌非法存储

危险物质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魏某交代，他从外省市非法购买柴油后想

售卖给他人，但没有地方储油，便联系到姜

某。姜某为获利，答应将自己废弃的厂房提供

给魏某使用。11月2日晚，王某与魏某如约来

到厂房内进行交易，王某买油后打算将柴油出

售给司机，不料被民警抓个正着。警方当场缴

获柴油22吨，价值13万元。

目前，嫌疑人魏某、王某已被依法刑拘，姜

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奇怪”面包车出入
牵出非法储油窝点

时报讯（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解放军

叔叔们平时都怎么训练？”“你们也和我们一

样要早早起床学习吗？”“你们训练会受伤

么？”日前，开发区第二小学四年级四班的

学生迎来了几位特别的“老师”，他们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 91963 部队和天津天保大道

消防中队的官兵们。

部队官兵走进课堂，把自己当兵的真实

感受告诉孩子们，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发扬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国防教育课，让孩子们进

一步领会到不忘历史、奋发图强、爱国爱家

的真正含义。

时报讯（记者 张智）11月8日，滨海新

区最低气温为 4℃，天气阴沉，寒意十足。

本周末，受弱冷空气影响，新区气温持续低

迷，提醒大家注意保暖。

8日，新区天空云量较多，从早上开始

天空就一直阴沉。这样的天气条件，似乎

更加剧了寒冷的感觉。虽然白天气温有所

回升，但入夜后气温仍较低，最低气温仅为

3-4℃。

据滨海新区气象局预报，9日、10日两

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新区风向转为偏北

风，虽气温下滑幅度不大，但风寒效应明

显，体感将以寒凉为主。预计周末两天最

高气温为14℃、最低气温为4℃，提醒大家

注意防风保暖。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每年11月14日

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家庭与

糖尿病——共享健康”。天津市第五中心

医院为了提高公众对糖尿病的认识，使糖

尿病患者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11月10上

午推出健康讲座、大型义诊等系列活动。

届时，内分泌科专家将为大家讲授糖

尿病相关知识，医务人员免费为市民测量

血糖、尿酸、体重、血压、腰围，专业营养师

免费为“糖友”规划饮食治疗方案，教育护

士还将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学习一组治疗糖

尿病的手指操。此外，内分泌专家、神经内

科专家、营养科专家也将来到现场，联合为

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个性化义诊咨询服务。

10日糖尿病义诊
现场可学手指操

时间：11月10日8:30-11:00
地点：五中心医院住院部一楼大厅

时报讯（记者 许卉）由滨海新区新的

阶层人士联谊会、开发区慈善协会和泰达

图书馆主办的“心·画同行”情系大鱼村

890工作室学员公益展将于本月12日至20

日在泰达图书馆五楼展览区展出。

新区与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大鱼村因

一封求助信结缘，随后新区爱心人士建立

了“大渔爱心平台”定向帮扶大鱼村。本次

“心·画同行”公益展览展出的部分作品是

由去过大鱼村的孩子创作的，这些作品以

油画、水彩、速写等形式，展现出孩子们眼

中看到的或想象中的大鱼村风景、民俗，还

有村民们日常劳作与休息的场景。

展览期间，展出作品将进行义卖，义卖

所得将全部用作大鱼村基础建设的初期启

动资金。与此同时，主办方专门为爱心人

士和热心企业准备了《收藏证书》，并为献

爱心的孩子准备了《参展证书》。

来了“新老师”
上课变“聊天”

商贩占道摆摊
影响市民出行

弱冷空气光临
气温持续低迷

公益画展
与爱“同行”

公园内有人毁树健身公园内有人毁树健身？？
实为自备木桩锻炼实为自备木桩锻炼 影响美观将拆除影响美观将拆除

8 日，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热

线反映，在河滨公园小树林，有人

将树木改造成健身器材。记者走

访后发现为市民自安木桩改造，近

日将拆除。

“在河滨公园靠近新区博物馆西

北方向的一处树林中，有四根一人多

高的半截树，被人绑上了厚厚的海

绵、塑料泡沫及布料，改造成了练功

戏舞的健身器材。”刘先生告诉记

者。8:30，记者赶到现场看到，空地上

矗立着四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桩子，

几位市民在一旁闭目练功。经常在

公园内锻炼的朱女士告诉记者，这四

根被绑起来的树桩其实是几位经常

锻炼的师傅自己带来的木桩，并非破

坏了公园的树木。但在旁边游园的

一位市民一边拍照一边皱眉说道：

“公园里五彩斑斓的树叶多美啊，我

忍不住自拍了几张，但是旁边这几个

桩子有点儿格格不入。”

随后记者从河滨公园管理所了

解到，每天在公园练武术健身的市民

有好几个小团体，之前小树林里捆绑

树木、私搭木架的现象也较多见，但

是创文开展以来，在工作人员的劝导

下，大部分已被拆除。目前，经过协

商，剩余几根木桩的相关市民也同意

尽快拆除。而且，为了满足市民的日

常健身需求，河滨公园管理所日前自

筹资金订购了坐立式按摩器、双联助

木架等十多件健身器械，今天厂家就

能送货安装。 记者 杜红梅

怎么回事？
地产公司：数字与事实不符 已开通报修热线

健康讲堂
——9件事最易降低免疫力！①

一阵风吹来，别人没事，你却头疼打喷嚏；

同样是去一趟草原，人家的孩子好好的，你家

孩子却一把鼻涕一把泪。这和每个人免疫力

的高低有很大关系！一起来看看，到底是谁在

悄悄偷走你的免疫力？

1.总是睡不足
经常克扣睡眠时间会让身体产生的免疫

细胞数量锐减。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相较于每天睡7-8小时的人，每天只睡4小时

的人，血液里的流感抗体只有前者的50%。

建议：睡眠不足会使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体内的T细胞负责对付病毒和肿瘤，如果得不

到充足的睡眠，T细胞的数量会减少，生病几

率会随之增大。不过不一定要睡8小时，只要

早上醒来觉得精神舒畅就可以。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整个小区800多户暖气不热，究
竟是怎么回事？”近日，南益小区4期的
多位住户向本报反映，自供热后，家里
的暖气一直未热，家中测温不足
18℃。随后，记者进行了走访。李小姐是南益小区 4 期 10 号楼的住

户，她告诉记者，自从1日供热后，家中的

暖气就没热过，后来从业主群内得知，暖气

不热的住户并不少，“光我们 10 号楼就有

46 户，还有其他楼栋。”李小姐告诉记者，

她在中午阳光很足、玻璃全都封闭的情况

下测温，家中温度约为21℃，但到了晚上，

温度就低下来了。而不少业主在群内晒出

了自己的测温结果——不足18℃。

网友“心想事成”是南益小区4期6号

楼的住户，她告诉记者，4期住户在业主群

内由每栋楼的代表代为统计楼内暖气不热

的住户，目前经统计，小区包含高层和洋房

在内的25栋楼中，共有800多户业主反映家

中暖气不热，她所在的6号楼有62户不热。

业主告诉记者，由于南益4期还在保修期

内，供暖事宜未交接给供热部门，业主只能拨

打地产公司售后电话报修，但维修人员从未

上门维修，却回复已修好，让业主十分气愤。

记者经多方联系，终于在 8 日联

系上了南益地产负责4期供热的工程

师宋先生。他告诉记者，业主反映的

“800 多户暖气不热”是不属实的消

息，现在地产设置了客服热线，也都告

知业主可以通过电话进行采暖报修，

接单人员接到报修后会 24 小时内安

排工人进行维修。“维修是不进户的，

在管道井内进行管道清洗、检查流量

和是否有气堵等问题。”宋先生表示，

在接到市民投诉后，他们也进行了随

机抽查测温，测温结果显示，多数业主

家中的温度都在 21-23℃，这也是人

体舒适温度，但很多业主由于个别原

因对于温度要求较高，“就会不停地反

复投诉”。宋先生表示，他跟随入户抽

查约 20 户，结果全都在 21℃以上，有

些甚至在 24℃左右，并未发现低于

18℃的情况。宋先生表示，业主自行

用温度计测量，“有些是开着窗户的，

并不准确。测温需要两方或三方一起

完成”。

宋先生表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会影响供热效果。由于4期第二部今

年4月刚交房，很多住户交房装修时，

铺设瓷砖或地暖时都会关闭地采暖，

装修后忘记打开阀门，“如果关闭阀门

住户太多，就会影响整栋楼的采暖”。

宋先生建议，交房时每户都配备了

一个温控面板，可以实时测量室内温度，

业主可以将温控面板放置在屋内，如果

面板显示的温度在 21℃以上，则没必要

反复报修；如果达不到20℃，可以求助地

产售后，要求维修人员上门维修。宋先

生表示，业主可以拨打 66598897 电话进

行报修，他们会尽力帮助每户业主解决

暖气的问题。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负责给南益小

区供热的南瑞供热。工作人员表示，南

益小区1、2、3期供热初期，业主反映不热

的情况也很多，这与管道新，需要调试、

排气有关，也与业主不会使用有关。工

作人员表示，每户都安装了一个控制面

板，业主需要把这个控制面板的温度调

节至最大度数，才能保证室内温度。但

多数住户并不会使用，因此可以求助地

产公司售后帮忙。 记者 田敏

时间：11月12日-20日
地点：泰达图书馆五楼展览区

一栋楼46户不热

市民报料

地产公司回复 数字不符合事实

供热建议

将控制面板温度调高

■ 服务信息

蒲地蓝修订药品说明书一事引发家长关注

儿科“神药”下“神坛”
家庭用药需谨慎

日前，一则国家药监局发布的
《关于修订追风透骨制剂和蒲地蓝
消炎制剂处方药说明书的公告》，
在不少家长的朋友圈引发热议。
连日来，时报记者走访药店、医院，
就儿童日常用药乱象、需要注意的
事项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调查走
访，邀请药剂科专家作权威解读。

800多户暖气不热！

资料图片

调查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