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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兴坤

近期，同仁堂40种药品被曝含有朱砂的
消息后，中药的安全性再次受到了人们的质
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药的“毒性”？如
何安全服用中药？如何在西药盛行的当下，
让中药发挥最大价值？近日，记者专访了山
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张永清教授、山
东省中医院药剂科张学顺主任，对有关问题
作了探讨。

中药偏性不等于“毒性”

大众健康：近期，一系列中成药被曝出
重金属含量超标，中药的毒性再次引发关
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永清：中药的毒性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药用生物自身为适应外界环境而合成与
积累起来的次生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生物
活性，既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可能也会对
人体产生毒害；另一类是指药用生物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吸收积累，或在种
植、养殖过程中由于生产资料的不合格造成
污染，或者矿物药自身组成中就含有等，致
使重金属、农药残留等含量过高，这部分
“毒”，对病情不但起不到治疗效果，反而
对身体有害。

张学顺：人们对于中药的认识，还停留
在比较传统的阶段。中药相对于西药来讲，
安全性高一些，副作用小一些，但并不是说
中药没有毒性，或没有不良反应。有相当一
部分中药也是有毒的，并且部分种类毒性非
常大，例如，生半夏、生附子、生川乌、生
草乌等。中药分为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
三类，每一类中都有毒性药材。

大众健康：中药“有毒”，为什么还要使用？
张永清：从根上来讲，中药的毒性和我

们平常所说“有毒物质”的毒性是不一样
的。“是药三分毒”，中药就是靠这个毒性
“以毒攻毒”去治病的。市民需要树立一个
观念：传统意义上的中药毒性和现代概念上
的毒性是不一样的，不必惊慌。

张学顺：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药有它
的独到之处。既然一种植物、矿物或动物，能够
作为药物使用了数千年，说明它的毒性并不可
怕。我们应该利用某些中药毒性的特殊性，研
究其药效机理，提高治病效果。

中药“毒性”关键在用

大众健康：影响中药质量的因素主要有
哪些？

张学顺：中国幅员辽阔，同一中药品
种，产地不一样，生产周期不一样，气候条
件不一样，其品质就不一样，自然就影响了
其临床治病效果。在古代，中药基本都来源
于野生资源，而现在90%以上的大宗中药都是
通过人工种植来满足需要的。在人工种植的
情况下，农药、化肥的施用对中药品质产生
了很大影响。

张永清：中药含有重金属，一个原因，
可能是我们种植中药的土壤当中重金属元素
含量超标，导致中药被动吸收；另一个原
因，土壤中的重金属不超标，但某种植物具
有富集周围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特性，在生
长过程中就会吸收积累土壤中的重金属元
素，导致重金属超标，这种情况也比较普
遍。此外，中药材市场中还有一些以假乱
真、掺杂使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中药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

大众健康：在中药的使用中，我们是如
何保证中药安全性的？

张学顺：从一定角度讲，中药不在于有
没有毒，而关键在于怎么用。合理使用中药
要做好以下几点：

①中医讲求因病施治，中药的使用要根
据病情，由大夫决定。

②大夫和病人都要明确中药的治疗剂量
和会导致中毒的剂量，确定两者之间的量
差，不要过度用药。

③中药通过炮制可以起到减毒、控毒作
用，通过浸、漂、炒、烫等让大毒变小毒，
小毒变无毒。炮制方法正确与否，也是影响
中药毒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用药时间长短与中药的毒性也有
关系。例如，王氏保赤丸是治疗小儿吐泻发
热、四时感冒的传统中药，一般孩子服用三
到五天病情就会好转。但若长时间、大剂量
服用，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张永清：调控中药毒性的方法有多种：
①控制采收时间。采收时间不一样，药

材中各种成分的含量就不一样。
②控制加工环节。通过去皮、抽芯等方

式，有效减低中药毒性。
③中医通过复方配伍，君臣佐使，相须

相使，利用中药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能起到
降低毒性的作用。

有好中医，才有好中药

大众健康：目前，各种对中药的质疑此
起彼伏，你们如何看未来中医药的发展？

张学顺：中药的发展和中医的发展密切
联系，有好的中医大夫，才会有好的中药。
现在，有部分不具备中医资格的人打着中医
的幌子招摇撞骗，不能对症下药，让人们对
中医产生误解，影响到中药的应用。

张永清：中医的研究思路和西医不同。
一般而言，中医具有整体观、系统管理，用
药一直讲求复方配伍，西医是针对某种病症
的具体原因实施医治。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

导之下使用的药物，中医的继承和发展面临
着诸多困难，全国通用一本教材，缺乏流派
和特色，良医难寻。

目前，医和药有些脱节了。传统上医药
不分家，“医无药不能扬其术，药无医不能
奏其效”，医药必须密切结合。现在，有些
中医连中药都不认识，中药的质量和处方剂
量更无从把握，临床治疗效果难如人意。

大众健康：你们如何看待中药产业的未
来？

张学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生
物学、药剂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技术与方法
都逐步运用到中药研发中。中药的发展一定
要在保持中医药特色的前提下进行，要吸收
其他学科的优点，为我所用。虽然，中药恢
复到“一把草药治好病”的状态很困难，但
中药作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瑰宝，其简、
便、廉、验的特点始终没有变，老百姓对中
药非常信任，中药还是朝阳产业。

张永清：中医中药存在了几千年，有它
的生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继承
它、发展它。研究中医中药，不能急于求
成，简单套用西医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
会造成很多问题。随着国家对中医中药发展
的重视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药产业
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中药在未来市民健康
生活中也会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药“毒性”不是现代“毒物” □记者 单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组织开发的“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正
式启用，该系统将对我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实时监控管理。

据了解，自2013年起，省（部）属医疗卫生机构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任期考核工作通过该信息管理系统
进行，7月底前完成人员数据录入工作。

我省继续医学教育
信息管理系统启用

□ 本报记者 单青

日前，淘宝网宣布，网上挂号平台正式
接入淘宝生活，可为患者提供北京、上海、
山东等全国18个省市600多家医院门诊以及7
万多名专家的预约服务。目前，山东有4家
医院名列其中，包括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青
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和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但在北京地区，这一网络挂号业务开通
仅仅3天就“挂”了。北京市卫生局的一纸
声明，“禁止第三方网站接入公共挂号平台
进行商业利用。”切断了淘宝网与北京120多

家医院的“红线”。6月3日，记者调查发
现，山东当地卫生机构并无太大反应，山东
大学第二医院客服部主任陈民表示，淘宝网
上挂号仅仅充当挂号网的另一个连接终端，
或者说只是个“二传手”。

“自家医院被‘淘宝’，还是从网上知
道的消息。”陈民告诉记者，虽然有点吃
惊，但通过体验，陈民发现，淘宝并非号源
的提供方，医院号源总数不变，淘宝用户也
没有所谓的优先权，网络挂号依然免费。在
陈民看来，商业网站提供预约挂号服务有可
能是为了吸引网民眼球。早在2010年，淘宝
网注册用户就达到3 . 7亿。有海量客户群体作

支撑，淘宝网更像是为挂号网做了一次提高
知名度的“软广告”。

在患者“用脚投票”的时代，减少病人
的就医等待时间，合理分配医生资源，提升
医疗服务，成为医院发展的指路牌。“能让
患者多一个预约渠道有何不可？”有网友在
微博吐槽卫生部门的“敏感反应”。陈民认
为，在没有改变预约挂号免费性质的前提
下，无需因噎废食，“让更多的人知道淘宝
挂号平台，不是件坏事。”

陈民告诉记者，去年10月，山大二院与
挂号网展开合作，但直到上个月，通过挂号
网预约的患者不到100个，且不能预约当天门

诊，统一平台的发展状况没预想中的美
好。据介绍，医院内部预约系统已经运行
了4年，每天上午可在网上预约当日下午门
诊。与院内每月4000个预约的数量相比，
看上去很美的挂号网，“功力”仍然逊色
不少。

“每个医院的具体情况不同，医院内部
的预约系统更具针对性，也是大多数病人预
约看病时的第一直观选择。”陈民坦言，挂
号网作为全国的统一平台，覆盖面广却不
精，有时很难因院制宜。淘宝的介入，让用
户的医疗消费明细和网上健康档案，也面临
“安全性”考验。

四家医院被网商“挂号”

□记者 蒋兴坤 通讯员 高晖 报道
本报阳谷讯 5月31日，山东省卫生厅开展的心

愿直通车与“第一书记”偕行暨“六一”儿童节圆梦
活动在阳谷县李台镇祝家庄小学举行。

此次活动是省卫生厅为帮助“第一书记”帮包村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旨在帮助
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贫困家庭子女三
个群体实现个人心愿，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改
善帮包村少年儿童生活、学习条件。212张心愿征集
卡和凝结着厅直卫生单位团员青年爱心的价值4万余
元的心愿礼物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省卫生厅举行心愿直通车
“六一”儿童节圆梦活动

□记者 单青 通讯员 方东 德英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日前，广饶县乡村医生签约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已全面完成，签约家庭达到重点家庭
的60%,重点家庭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
妇和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患者等人群。

据了解，全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91名社
区医生、护士成立了22个工作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
上门巡诊、预约服务等家庭医生式服务。同时，通过定
期对在岗乡村医生进行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以签约
户数、签约人数、服务开展和落实情况、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内容为考核重点，并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各项补
助，奖优罚劣，保障签约服务的质量和进度。

广饶60%重点家庭
签约乡村医生服务

□记者 蒋兴坤 通讯员 江文静 陈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110多名帕金森病患者及家

属来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参加由该院神经内、外科
医生利用休息时间举办的帕金森病友联谊会,接受义
诊和有关治疗指导。

虽然帕金森病目前无法根治，但齐鲁医院神经内
科刘艺鸣教授认为，正确合理治疗可减缓病情发展，
患者要保持乐观心态。神经外科陈腾教授介绍了帕金
森病的外科治疗，讲解脑深部刺激术（DBS）技术，
通过在脑内植入刺激电极，无创性体外调控，从而控
制帕金森病症状。

在病友互动环节，有28年帕金森病病史的黄先生
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报告文学，介绍与帕金森病抗争的
经验；有的患者自费复印四十余份服用有效的中药方
和大家共享。

齐鲁医院举办帕金森病友会

□记者 单青 通讯员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卫生院以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保障网为载体，全面完善医疗基础
设施，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素质，不断推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积极探索家庭医疗服务，签约服务
新模式，5月26日,该镇尚马社区居民已享受到不出社
区就可免费健康查体的医疗服务。

据该镇卫生院院长王绍安介绍，该镇把加强卫生
院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和完善卫生服务环境，作为改
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农村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
途径。先后投资20余万元装修改造的示范化预防接种
叫号查询系统已投入运营，在广播和LED大屏的指示
下完成从登记到接种后留观的整个过程；投资500万
元，在32个村居全部配备卫生室，并对卫生室进行配
套建设。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队伍结构，提高医务工作的诊
疗水平，该镇组织现有专业医务人员进行“再培训”。
选拔24名医护人员组建基层医疗团队，与各村签订服
务协议，帮助指导乡村医生规范开展一般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治，协助公共卫生人员扎实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明确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
种、传染病防治等九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全
镇居民进行了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使城乡居
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薛城区陶庄镇卫生院
让群众不出社区享受医疗服务

□通讯员 薄纯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从今年起，汀罗镇对从事农村卫生

防保任务的乡村医生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600
元。目前，汀罗镇农民就医达到了小病不出村就能得
到及时救治的目标。

汀罗镇的毛坨社区卫生室，设有治疗室、观察
室、输液室等，并配有电脑、冰箱、手术床、高压消
毒锅、输液椅、氧气瓶等设备。毛坨社区居民王传甲
在社区卫生室输液，他高兴地说：“这次看病打点滴
花了40块钱，我只交26元，其余的14元钱在结账时，
社区卫生室直接就从医保卡里支付了。”现在社区卫
生室将主要任务转为为村民提供包括预防、医疗、保
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在内的医疗保健
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改成果。

利津汀罗镇三级医疗惠农民

□记 者 蒋兴坤
通讯员 常开锋 陈利 报道

本报平邑讯 5月30日，平邑县疾控中心组织16
名现症患者，按照省、市防治克山病患者治疗管理
的要求，开展2013年度初次免费规范检查治疗。近几
年来，平邑县通过建立诊断治疗专家队伍，完善数
据库质量管理，加强定量管理和动态监测等方法，
提高了克山病患者的发现率、治疗率和管理率，使
疾病的管理步入规范化轨道。

平邑规范克山病患者治疗

◆中药不在于有没有毒，而关键在于怎么用

◆在人工种植的情况下，农药、化肥的施用会影响中药品质

◆传统上医药不分家，有好的中医大夫，才会有好的中药

□蒋兴坤 初宝瑞 报道
图为无棣县车王镇中心卫生院的中药师在为患者抓中药。中药的用量，是控制中药“毒

性”的关键，不容丝毫马虎。

□ 本报记者 单青

胶原蛋白粉除了抗衰养颜，还被贴上了
减肥塑形的保健“标签”，近期正被商家炒
得火热，然而社会质疑声也一直不断。

6月7日，记者采访了山东省立医院医务
部副主任、营养科主任陈立勇，他表示，从
营养学上来讲，正常饮食完全可以保证人体
胶原蛋白供应，如果人体一天摄食的胶原蛋
白被完全分解为可吸收的氨基酸，作用可能
不如一枚鸡蛋，因此建议消费者不必摄食过
多胶原蛋白。

“这种3g×30袋358元的胶原蛋白粉卖得
最好！大品牌，放心！多买还有优惠。”6
月7日，在济南建设路一药品零售店，售货
员热情地向记者推荐，并声称该产品不仅能
抗衰养颜，还能减肥塑形。记者调查发现，
网络上也正刮起一股“胶原蛋白美容风
暴”，淘宝网有4 . 6万件类似产品在售。

然而对于胶原蛋白的功效，社会质疑声
也一直不断，科普作家方舟子推出“打假胶
原蛋白美容谎言”的“微访谈”，北京积水
潭医院烧伤医师也发微博，否定口服胶原蛋
白的美容功效。

“胶原蛋白是构成皮肤、头发、骨头和
血管的物质，是生命的支架。”陈立勇介绍
说，人体蛋白质占体重的16%，其中1/3是胶
原蛋白，成年人大约有 3公斤左右胶原蛋
白。胶原蛋白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
营养学上来讲，正常饮食完全可以保证供
应。

他说，氨基酸种类众多。含有8种人体
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才属于优
质蛋白质。由于含有的氨基酸种类不完全，

胶原蛋白不属于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也不
高。陈立勇表示，如果人体一天摄食的胶原
蛋白被完全分解为氨基酸，作用可能不如一
枚鸡蛋，因此不建议消费者选用过多胶原蛋
白产品。尤其是口服产品，人体能吸收多
少、有多大功效都是一个问号。但可以肯定的
是，胶原蛋白口服液的美容作用微乎其微。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的胶原蛋白产品，
其原料主要包括猪、牛、鱼等。“胶原蛋白
在提取过程中可能会残留一些脂肪，市场上
同类产品的唯一的区别，主要在于不同原料
的提纯度，即含有杂质的多少。”陈立勇表
示，“不管吃什么蛋白，都要分解为氨基
酸，才能被吸收到血液，输送到人体细胞，
由细胞再合成人体需要的蛋白质。”陈立勇
认为，不同的提取原料在功效上没有太大差
别。它们会到达身体各个部分，不是吃了就
能直接长到脸上，就如同人不能规定某种营
养素只长在胳膊上腿上一样。虽然不能完全
否认胶原蛋白产品的抗衰功效，但真正能到
达脸部皮肤的胶原蛋白却很少。

“中老年人可以尝试胶原蛋白产品，年
轻人则完全没必要，用了也是白花钱。”济
南某连锁美容院美容技师赵宏燕向记者透
露，年轻人有自身的细胞再造系统，补充过
多胶原蛋白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加
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不能正确甄别，
往往会适得其反。

据了解，目前全国只有26个厂家的32个
胶原蛋白产品获得“卫食健字”批号，但
市场上销售的此类产品不下百种，原本只
能作为普通食品销售的产品，却大多打着
保健品的旗号。据媒体调查，胶原蛋白原
料成本约为每公斤80元，加工成成品后可

以卖到每公斤1700元。此前，也有业内人
士介绍，默认规则是利润为成本的10倍左
右。“胶原蛋白提取是一个酶切即被酶分解
的过程，并不存在太多所谓的高科技含量，
高价格背后更多的是商业操作的成分。”陈
立勇说。

“商家定高价的底气，源自于人们普
遍追高的消费心理。”陈立勇不无担忧地
说，由于目前胶原蛋白产品没有统一的国家
标准，原料是否变质，普通消费者很难从形
状上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高价并不等于高
质，人们选购此类产品还需慎重。

胶原蛋白？“正常饮食完全可以保证！”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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