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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

利尿药既是治疗心力衰竭的基石，又是降压
的一线药物。刘新说，应用时，一般将保钾和排钾
利尿剂联合使用，以防止发生水电解质紊乱。现

在，高尿酸血症患者日益增多，而噻嗪类利尿剂可
能诱发或加重痛风，使用时应慎重。

线索提供 陈建设 张义

很多老年人离不开心血管疾病药物，使用常用心血管病药需要注意什么

□记者 林辉

阅读提
示：一些中
老年人在服
用治疗心血
管疾病的药
物时，常因
对药物属性
了解不够，
或 不 遵 医
嘱，导致药
效不佳，甚
至使病情加
重 。 在 这
里，简要介
绍几种心血
管疾病的用
药常识，供
您参考。

硝酸酯类药物是治疗心肌缺血的首选药物，
但是该药长期应用后容易产生耐药性。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张强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是改变常
规服药方法，即每天需要有10小时左右的硝酸
酯类药物“空白期”。例如，短效的硝酸酯类药
物消心痛不应以8-2-8-2（每隔六个小时一次，
即早 8 点，下午 2 点，晚 8 点，凌晨 2 点）的时间服

药，而应改用8-12-4-10（不均匀的服用方法，
即早 8 点，中午 12 点，下午 4 点，晚 10 点）的时间
服用。

“静脉给予硝酸盐类药物，如硝酸甘油、单硝
酸异山梨酯时，不要24小时静脉点滴或泵入，也
需要有‘空白期’，以选择在疼痛发作的时间段给
药为佳。”张强提醒说，如夜间发作疼痛较多，可选
择夜间给药。

硝酸酯类药物：注意耐药性

很多人认为只要将血脂水平调至正常范围
内，就可以停用调血脂药物，其实不然。

河南省胸科医院心七病区副主任刘新介绍
说，对于冠心病或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患
者以及高危患者，均应根据具体情况使血脂水
平稳定在更严格的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在正常
范围内即可。特别是冠心病患者在植入支架

后，他汀类药物一定要长期服用，但一定要注意
监测肝功能。

“对于调脂药物引起肝功能异常者，要注意减
量或暂时停药，可加用保肝药物。甘油三酯升高
的患者要服用贝特类药物。”刘新提醒说，保肝药
物和贝特类药物一般不合用，否则更容易出现肝
功能损害甚至肝病。

调血脂药物：别忘监测肝功能

β-受体阻滞剂可以减慢心率，对于交感活性
增高的年轻患者或可能妊娠的妇女应作为首选药

物之一。不过，张强提醒，心率慢、高度房室传导
阻滞的患者要慎用。

β-受体阻滞剂：心率慢者慎用

对存在冠脉痉挛患者应用钙离子拮抗剂，可防
止冠脉痉挛。不过，其引起胫前、踝部水肿的副作用
常常被忽视。张强说，临床上经常会遇到因为下肢

浮肿就诊的患者，肝肾功能等检查都没有问题，问病
史才知道是患者服用硝苯地平所致。停用钙离子拮
抗剂并配合使用少量利尿剂后水肿很快消退。

张强说，对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血管
病患者常规给予ACEI类药物，可以延缓心血管
重构，减少并发症，延长寿命，减少病死率。但是

其引起咳嗽的副作用比较常见。这时可以考虑减
少药物用量继续观察。对咳嗽无法耐受的患者可
以换用ARB类药物。

钙离子拮抗剂：观察有无下肢水肿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常见咳嗽副作用

利尿药：查查血钾低不低

了解药性，吃药不想“后悔药”

夏季脚气多发
试试中药泡“杀”
□记者 林辉

天气热起来，很多人都穿上凉鞋了，可是，有
些人却在为“烂脚丫”、“臭脚丫”而烦恼。河南省
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丽说，这实际上就是
人们常说的脚气，用中药煎水外洗，结合西药外
涂治疗有很好的效果。

“可取藿香、大黄、黄精、生百部、苦参、地肤
子各30克，煎汤泡脚，每天泡一次、一次泡20分
钟左右。”王丽说，泡完后把脚擦干，抹一些抗真
菌药膏，比如联苯苄唑乳膏、特比萘芬霜等，先选
一样用就行，坚持治疗半个月以上，往往可以收
到比较理想的疗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脚气治
疗要规范，要遵医嘱，不要随便停药”。

王丽提醒，如果不慎患了脚气，要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尽量不要抓挠，因为抓破了可能
会继发细菌感染，还有可能诱发丹毒等疾病。二
是勤换鞋袜，最好能一到两天换双鞋子，换下后
在太阳下吹晒，保持鞋子干燥清洁，袜子最好能
穿带脚指头的袜子，这样有利于吸汗，可降低脚
部的湿度。三是洗完脚要擦干。一些人夏季穿
凉鞋喜欢在水下一冲，然后就得脚气了或脚气加
重了，因此每次洗完脚要擦干。

线索提供 周冉 廉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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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13526626508
●低快注册增资15729360056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记账工商年检1532498333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代办公司、记账18539578966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63569525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QS生产许可●环评88882363
●专业代理记账、公司注册、

外贸出口退税13949145369
●工商★★快办18937635400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超低快办医疗器械房地产

增值税工商记账60325011
●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办投资●资产管理55521233
●工商税务专家13937109360

●免费注册公司记账63290028
●工商注册王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86101878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办投资公司13523058713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13140015678
●代办投资公司注册88888145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记账注册公司13937186845
“速办█资质”
房建●装饰●环保53310625
水利●公路●门窗53310626
市政●园林●钢结构53310627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资53310628

高效办资质，不成退款

“专办■投资”
资产68268888
“专办■资质”
房建●装饰●管道87565689
市政●机电●公路87565690
房产●园林●劳务87565586
钢构●环保●防水87565585
多年专业诚信服务，不成退款！

“专办二升一”
房建●园林●水利55657770
市政●公路●装饰55657771
机电●房地产●钢构55657772
直办房建二级●一级55657773
行业龙头，专业保障！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水利：66206288
公路●机电●矿山：66282988
机电●电力●钢构：66210688
装饰●防水●防腐：55828213
管道●照明●劳务：55828373
房产●园林●物业：55828353
成功率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房地产▲物业▲医疗▲劳务

▲注册公司●快15538198615

“资质■升级”
房建●市政●机电55511941
水利●公路●钢构55511942
电力●照明●装饰55511943
各类资质●二升一55511945
11年服务，成功率超高！

“资质★快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矿山★水利★机电：66039877
钢构★桩基★环保：66039788
装饰★防水★防腐：66285267
机电★电力★通信：66283267
管道★照明★劳务：66285276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039788
成功率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房建●公路●市政56756637
水利●房产●园林56756397
【资质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56755092
房产●园林●水利56755093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761941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761942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0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1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288
14年真诚服务！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63863366
钢构●照明●门窗63512977
防腐●防水●环保63610399
房地产●园林●物业63858899
土石方●地基●管道86172662
劳务分包●安全证 8617266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761967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789626
建筑类资质升级专办53789627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投资公司▇
▇注册15038183071转让▇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6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988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63697099
14年真诚服务！

金融服务投资
专办66060656
免费工商专办
专业代理记账审计605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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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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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工商86560456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