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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健康

对于网络禁售处方药的规定，常
年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周医生认为：

“不应该放开，而且至少二十年内不
适合放开。”因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
证，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怎么用，用多
少，需要医生当面见过病人，做出合适
诊疗后，指导使用。“医疗安全是大事，如
果随便买，随便用，就乱套了。”

除了专家所担心的不安全外，网
络上个别违法网站或企业销售的假
药也让老百姓胆战心惊。

“网上药店涉及工商、工信等多
部门，处理起来比较难。”郑州市食药
监局一位工作人员此前接受大河报
记者采访时称，有一次，他们查到一
个非法网上药店，但是经工信部门一
查，却发现这个号称在郑州的网店实
质上是在外省注册，于是只能进行移
交。

对此，省食药监
相关负责人提醒，网
购药品一定要特别
小心，对于处方药，
为了自己的安全，最
好还是去医院或者
正规药店购买。

最近，我们科室来了个 23
岁的姑娘，查出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中的动脉导管未闭。

这个姑娘在小的时候从未
做过剧烈活动及重体力劳动，
未觉得心脏不适感。近来，她
活动后有心悸感，就到我们科
室来检查，听诊心脏杂音让我
怀疑她患有“先心病”，后证实
患的是“先心病”中的动脉导管
未闭。

超声显示，她的左心室已
经增大，肺动脉增宽，二尖瓣、
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都
有轻度反流。

之后我们与家属交谈，家
属很难相信这个姑娘23岁竟查
出先心病，我们详细讲解了动
脉导管未闭这种情况。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
病”，主要是胚胎发育时期由于
心脏及大血管形成障碍或发育
异常而引起的解剖结构异常或
出生后因自动关闭的通道未能

闭合造成。严重复杂的畸形在
出生后不久就可能出现严重的
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简单的
畸形如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
未闭等，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
状，随着疾病的发展，症状会逐
渐出现，损害心脏功能。

动脉导管是胚胎期胎儿赖
以生存的肺动脉与主动脉间的
生理性血流通道。正常情况
下，孩子出生后动脉导管会自
动闭合。如果没能闭合，就出
现动脉导管未闭。小的动脉导
管未闭，孩子不会出现明显症
状。大的动脉导管未闭，可以
引起左心室增大甚至左心功能
障碍，出现一系列症状如劳累
后心悸、气急、乏力、易感冒
等。如果晚期出现肺动脉高
压，生存质量会大大下降。

讲解后患者家属表示理解
并引起重视，于是我们提出治
疗方案：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
通过介入手术将未闭的动脉导

管封堵。
家属同意我们的治疗方

案，很快，这个姑娘被送往手术
室。手术很成功。

我们说这个姑娘是幸运
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据估计，我国每年新增的
“先心病”患儿为 15 万～20 万。
然而，每年都有很多先心患儿，
由于未得到合理治疗，或者未
引起相关重视，而造成严重的
无可挽回的后果。

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著
名的冬奥会滑板冠军、极限运
动滑板冠军 Shaun White，幼年
时曾患有严重的“先心病”。童
年的他十分渴望能和别的孩子
一样在户外运动，显然心脏功
能不允许他这么做。经过两次
心脏手术后，他终于可以和别
的孩子一样到户外滑雪，并取
得比赛佳绩，成为美国最具商
业价值的滑雪运动员。

如果我国那些未及时治疗

的“先心病”患儿得到相应的重
视 ，他 们 的 命 运 或 者 会 与
Shaun White 一样有更精彩的
人生。

所以，如果您的家族有先
天性心脏病遗传史，或者您的
孩子在运动后往往出现心脏不
适，经常感冒，发育异常。请引
起足够的重视，带您的孩子到
医院来做一做检查，看看是否
患有先心病，不要等到不可挽
回的时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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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心”事，可拨打电话
0371-67967616咨询

李凌谈 孩子运动后心脏不适，警惕“先心病”
李凌 国家二级教

授，主任医师，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委员，中华医
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
十届委员会心脏康复学
组副组长、第十届中国医
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务

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血管
循证与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心血管疾病防治
控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河南省分会副主任委员。曾
获“河南省第三届优秀医师”“全国
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原健康好
卫士”“全国医德标兵”。

擅长诊治冠心病心绞痛、心肌
梗死、心律失常、各种类型的休克、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急性肺栓塞、
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心肌病、风湿
性心脏瓣膜病、先心病等。

核心提示丨最近几年，“网售处方药”不断地成为“热点”，先是被禁，之后风传要放开，再然后是“负
面清单”。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试行版）》，这其中，“网售处方
药”拿到了答案：NO。

“网络上销售处方药，确实有安全隐患。”采访中，业内人士说。“医疗安全是大事，网络上不应该放
开处方药。”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一名医生说。据了解，目前在河南，拿到《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
证书》的单位只有25家，而且他们只能销售乙类非处方药。

2016年10月下旬，国家发改委
公布了《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第一批，试行版）》（以下称《负面清
单》的征求意见稿。

《负面清单》列明了一批在我国
境内互联网领域涉及的禁止和限制
投资经营的36项市场准入事项，其
中，限制准入类第27条提出“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不得采用邮寄、互联网
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
药”。

事实上，这个规定并不新鲜。一
位业内人士说，此次《负面清单》所参
考的是《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而
此办法早在2007年5月就开始执行。

不过，对于互联网要不要放开销
售处方药，从2007年至今，也经历了
一段起起伏伏的过程。

查阅资料后，记者发现，2007年，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控制互联
网销售处方药，但是到了2015年 7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
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
疗、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积极探索
处方药电子商务销售和监管模式创
新。据此，很多人认为“网上销售处
方药”的春天来了，很快，处方药在网
上的销售将会被放开。

而近两年来，对于网售处方药，
不少企业也在“曲线布局”，比如微医
乌镇互联网医院、微信智慧医院、阿
里健康与武汉市中心医院签署合作
协议共建网络医院等，这些项目大都

如今，网络上处方药的销售是个
什么情况？

昨天，记者打开淘宝网首页，输
入“阿莫西林”四个字后，黄钻爱买店
铺显示54件。

随意点开一个“阿莫仙阿莫西林
胶囊（0.5g×24粒/盒）”，此网页左侧
有一个图片显示，右侧则是药品价
格，价格下方写有一行小字：“只对药
品作信息展示，不提供交易。”

果真不能交易吗？
选中商品后，点击提交需求，这

些药品便进入到“商品预订”。这时，
页面又出现了提示：“该药为处方药、
建议你去医院就诊或凭医生的处方
到就近的药房选购。药品监管部门
提示：如发现本网站有任何直接或变
相销售处方药行为，请保留证据，拨
打12331举报，举报查实给予奖励。”

记者问客服：“这些药品是不是
不能买？”

“可以。”对方很快回答，“现在是
货到付款，您提交需求后，在需求清
单里，直接下单就可以。”

随后，这位客服告诉记者，从8月
1日开始，药品都是货到付款，届时，
客户把钱给快递就可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消费
观念的改变,会有部分人选择在网上
购买药品。”河南省食药局相关负责
人说，根据国家互联网药品监管的相
关规定，发布药品信息必须取得《互
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从事
互联网药品交易必须取得《互联网药
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只有“两证”
齐全的药企，才有向个人消费者提供
互联网药品交易的资格，不过，交易
的内容必须是乙类非处方药品。

据了解，目前，在我省，共有128
家单位拿到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资格证书》，25家单位拿到了《互联网
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

对于网络禁售处方药一事，这位
负责人说，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记者 李晓敏

处方药，大门关闭？
通过电子处方的合法化进行边界的
探索。

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负面清
单》的出台给了“网售处方药”一个否
定的回答。

在天猫医药馆，情况类似。
10月19日，郑州市民蔡先生在

天猫医药馆查找百泉脑安颗粒。由
于该药为处方药，网页提示他需要到
医院就诊或凭医生的处方到就近的
药房选购，但咨询客服后，他顺利地
在网络上定下药品，付款方式依然是
货到付款。

当晚，该药品从广东发货；21日，
蔡先生接到快递员电话，在支付相应
费用后，他顺利拿到了该药品。

消费者为什么会在网上买药？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人的回
答是“方便”“便宜”。

“有些处方药对运输、存放有温度要
求，万一运输途中药效发生变化，对
消费者来说是最大的危害。”

此外，他特别强调，还有一些特
殊药品，比如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等，
一旦放开网络销售，那么发生流弊的
危害性也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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