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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药酒
不是越久越好

上周，郑州的王先生拿出一直没舍得喝
的药酒招待几年未见的老友，里面大量的人
参、海马等将酒映出深色，看起来药已经完
全“泡开了”。可两人喝下不一会儿，就开始
头晕、恶心。河南省中医院药学一部主任赵
旭提醒，药酒不是泡越久越好。

“如果室温在20℃左右，较为干燥的条
件下，药材浸泡的时间大多应为15～30天。”
赵旭说，浸泡的时间主要和药材的质地有
关，枸杞子泡酒后如果发现酒颜色变红，说
明药效已经泡出来了；动物类的药材如海
马、蛤蚧等，浸泡的时间需要更长，但由于它
们带菌更多，因此泡好后更应尽快喝完。“可
在泡制过程中倒出来一点品尝是否出味儿，
但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瓶口喝，否则会污染剩
下的酒，加快变质。”

温度对药酒的浸泡有直接影响，温度
高则浸泡的时间短，温度低则浸泡的时间
长些。赵旭提醒，刚开始泡制药酒时，不应
放入冰箱，否则会影响药效被泡出。在高
温、潮湿环境中，泡制时间应酌情缩短。如
果在浸泡期间未启瓶口，泡制时间可以适
当延长。

“一般来说，药酒浸泡超过一个月后，如
果药材没有取出，并不能增加药物的溶解
度，还会造成药物有效成分被水解，损失药
效。人参、黄芪、当归等受影响不大，可多泡
几天。”赵旭说，如果浸泡的时间太长，酒精
挥发后抑菌作用会降低，泡太久的药材也可
能霉变，有些霉变不能目测到，喝下变质的
药酒则会对胃肠及肝脏造成损伤。

匹多莫德 使用有条件

一周用药报告

□记者 林辉

春季天气多变，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孩子增多。最近，在带孩子就医的家长中，常
常谈到免疫力的问题。继而，一种叫匹多莫德的免疫调节剂，也被一些家长推崇。

“辰辰感冒发烧了，今儿没送幼儿园，晚上回家赶紧把小药给孩
子吃上，可别传染上！”上周三上午，郑州市民黄女士的朋友圈“妈妈
群”里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原来，幼儿园的妈妈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建了个“妈妈群”，除了讨
论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谁家孩子生病没来幼儿
园，赶紧通知晚上回家吃药预防。而群里的妈妈们心中的“小药”就
是匹多莫德，一种增强免疫力的药物。

黄女士说，不少妈妈除了在饮食上给孩子补充各种营养外，还隔
段时间就给孩子吃点儿增强免疫力的药，由于匹多莫德能口服，不但
服用方便，而且确实有效果，时间久了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神药”。

在生活中，很多家长总感觉孩子体弱多病，就自作主张给孩子使
用匹多莫德、胎盘球蛋白、丙种球蛋白以及脾氨肽等免疫调节剂，以
增强孩子免疫力。

现象| 给孩子增点免疫力

“家长的这种做法不可取，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处于一种平衡状
态，没必要故意去提高它。”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段宝
红说，造成儿童免疫力低下的原因有很多，免疫功能低下并不是唯一
原因。只有在儿科专家指导下，做相关检查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免
疫增强治疗，否则一旦免疫力出现紊乱，会引发一系列疾病。

段宝红说，匹多莫德主要针对咽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等上下呼吸道
反复感染疾病，能缩短病程，减少对儿童身体发育的影响，副作用较小，
常作为急性并发后的辅助用药。

“如果经过血液检查，发现孩子确实是免疫功能低下，且长时间反
复呼吸道感染，可以使用匹多莫德。”段宝红说，即使可以服用匹多莫
德，也要遵医嘱，因为服用剂量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也有所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匹多莫德的使用时间一般为1～3个月，不能作为长期
用药”。

此外，家长们经常给孩子使用的免疫调节剂还有胎盘球蛋白及各

种免疫球蛋白。段宝红就此提醒，儿童正处于
自身免疫功能逐渐完善与不断健全的阶段，他
们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
加，“上述球蛋白毕竟是外来的异体蛋白，长期
反复使用不仅不能增强免疫力，反而会干扰孩
子自身抗体的形成，还可发生过敏反应。”

“虽然使用匹多莫德这样的治疗性药物，短
时间内确实会增加孩子的免疫力，但是，停用后
孩子细胞免疫功能会降低。”河南中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儿科二病区主任宋桂华说，孩子本身
的免疫力还是需要依靠外界不断的刺激来发育
完善，家长不应该因为担心孩子免疫力下降而
长期使用这类药物。
线索提供 何世桢 王建明

提醒| 免疫调节剂使用有条件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

工商咨询

●低快10万-2亿13526626508
●低快注册增资13693719897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记账工商年检1532498333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代办公司、记账5512952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低价注册记账13526836804
●公司注册★代账55521233
●专办生产企业工商86560456
●数据分析师认证65585558
●专办房产资质18638283722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工商注册13253362163王
●免费注册公司15003870908
●公司注册低快13333869335
●公司注册记账13526797877
●低价●注册●公司65251888
●注册●变更●代账61350555
●记账免费工商13083606936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专业代理记账15136112353

●QS生产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工商一般纳税人55962279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18937197578
●免费工商记账资质65629298
●医疗器械 一般纳税 工商

记账13838389446法律咨询

●低价审计13592422238
●办公司●代账15639766279
注册15138923811
“资质■专办”
房建●装饰● 环保 55812059
水利● 防腐●门窗 55812060
机电●防水●通信 55812061
市政●园林●送变电 55812062
公路●幕墙●钢结构 55812063
矿山● 照明●房地产 55812064
各类资质升级、增项 55812065
专业、快捷、高效、诚信

【资质★快办】
房建●门窗●照明53757012
市政●管道●防水53757013
公路●装饰●防腐53757014
水利●园林●环保53757015
矿山●通信●送变电53757016
快办各类二升一资质55827981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5827992
诚信第一、效率第一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34699
房地产、物业园林66334799
电力机电市政装饰86107088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房产●园林●物业66206288
房建●装饰●公路66282988
市政●矿山●环保66210688
机电●劳务●钢构55828213
防水●防腐●桩基55828353
诚信、专业、高效、速度！

“总承包专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水利/矿山/机电：66039877
装饰/防水/防腐：66039788
劳务/钢构/桩基：66285267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67
管道/环保/照明：66285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283276

资质办理成功率100%
建筑资质快办
总承包●专业承包65347177
增项●升级●劳务63319968
各类建筑资质13783456981

“总承包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55613335
水利●通信●矿山55613336
机电●照明●钢构55613337
装修●防水●防腐55626663
环保●管道●门窗55626665
房地产●劳务●园林55919993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 100万-2亿注册
15538353567》

《 资质专办》
房地产●劳务13937154075
医疗●物业15333866516
【资质■专办】
房建◆公路◆矿山55616781
水利◆电力◆通信55657771
市政◆钢构◆环保55657772
机电◆照明◆防水55657773
门窗◆地基◆管道 55612258
房地产◆园林◆劳务55616859
资质升二级◆升一级55657770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2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1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0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688
13年真诚服务！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升级动态

考核，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 65901473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63610399
钢构●照明●门窗63617399
防腐●防水●环保63512977
房地产●园林●物业63637099
土石方●地基●管道63513669
劳务分包●安全证 63512839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公路55029350
钢构﹒房地产﹒装修55029351
门窗﹒照明﹒机电55029352
■资质快办■
建筑总承包56760297
建筑专业承包56760287
资质升级增项13303867109
▲资质快办▲
房地产▲物业▲医疗▲劳务

▲注册公司●快15538198615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部厅●二升一
房建●公路●市政63838000
园林●钢构●装饰63830333
机电●通信●电力63863366
矿山●水利●环保63858899
13年真诚服务！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9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188

工商资质专家
办公室为公司自购●工商疑难

大额公司注册增资63212009
房地产、房建、市政、劳务

各类资质专办15003821088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置业实业投资
公司低快注册13333869335
注册60967818
注册88887668
投资68268888
资质低价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装修·物
业新办·增项·升级65593711
资质工商快办
大额公司注册增资55053903
房地产●房建●公路●市政

园林●钢构●装饰●机电物业

等省内建筑资质13253378388
速办●资质

房建●装饰●环保53310626
水利●公路●门窗53310627
市政●园林●钢结构53310628
全省资质升级、增资53310629
专业、快捷、高效、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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