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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面馆，是统一企业旗下的品牌，
他的Slogan是：巧面馆 地道味。为实现这
份承诺，并不断带给食客们更多地道的
美食，我们的美食寻味队伍20年来都在
搜寻民间最具特色的美食。”统一企业西
南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高仕俊在介绍时
表示。

6月15日下午，由统一巧面馆推出
的《我有一家巧面馆》以及《真的好巧》
在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举行新书首
发活动，成都当地美食家、面馆老板等
出席了新书首发式，分享记忆中关于

“面”的故事。
“巧面馆”是统一企业旗下的速食

面品牌，其每一款速食面都根据各地地

道传统的工艺制作而成，以期满足大江
南北食客对地道口味的严格要求。本
次，巧面馆推出的《我有一家巧面馆》和

《真的好巧》两本书，希望能够带领读者
品尝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从而品味出
记忆中的温馨回味。

《我有一家巧面馆》通过图文和音频
故事，让读者收获特色面馆的特点以及
经营之道。该书遴选了云、贵、川、渝百十
来家，或在当地名头响亮，或在网上红极
一时的面馆，并对其主打的面食特色进
行介绍。同时，书中还用数十篇视角不一
的文字，详细分享了几十位面店老板的
心路历程，对于希望将面馆作为创业项
目的年轻人而言，这些经验之谈，对他们

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真的好巧》则用幽默搞笑的四格漫

画形式，将52家暗藏于民间的特色面馆，
以及面馆老板和老板娘的故事人格化地
进行巧妙呈现。

著名诗人、美食家石光华评价道：这
两本书，都是西南民间地道的美食“藏宝
图”，广大食客可以按图索骥，到当地去
领略一碗面的不同之处。

“我们应该不停留于地道美食的研
发和制造，更应该成为美食文化的记
录、传播和传承者，把这些暗藏于民间
的地道面馆以及和面馆相关的故事，借
巧面馆的寻味之旅，带给大家。”高仕
俊说。

首发式上，共有百余名来自餐饮、文
化、民俗、出版等社会各界的读者参加。
分享会后的签售环节，上百名读者排起
长龙，签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据了解，本次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
心的新书首发活动后，巧面馆还将分别
于7月6日和7日在新华文轩成都锦华万
达店和九方文轩BOOKS发布图书典藏
版。目前，《我有一家巧面馆》和《真的好
巧》两本书在新华文轩各书店都有售。此
外，巧面馆还上线了抖音线上“你心中的
巧面馆”活动：读者找到书中所涉及的面
馆，进行实地抖音打卡，并选用《巧面馆
最in滋味》作为背景音乐，同时@巧面君
即可参与。

巧面馆推出西南民间美食“藏宝图”领略街头巷尾的地道美味

日常生活中，免不了受伤，受伤
了该怎么办呢？创可贴作为家家必
备的止伤良药，这时可派上了大用
场！然而创可贴管用，但绝不是万能
贴，用错了，只会越来越糟糕。

在临床上，骨科、急诊科经常会
收治一些因错误使用创可贴而导致
伤口感染的病例。《生命时报》就曾
分享过一个案例：2015年，苏州一名
4岁的女童手指受伤，因为家长错误
地使用了创可贴，结果导致女童手
指坏死截肢。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不止肢体上可见的小伤，
更具隐蔽性和危险性的糖尿病足、
下肢静脉溃疡、肿瘤癌性伤口等应
如何有效正确地处理呢？

6月25日（周二），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国际
造口治疗师陶岚将做客《名医大讲
堂》，给你们一次性讲清楚。纯干货
知识，千万不要错过哦！

如何参加：
1、微信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目
条“名医大讲堂”免费报名参加讲
座 ；2、拨 打 电 话 报 名 ：
028-69982575。凡报名成功后将收
到通知短信，届时请凭借短信入场
（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
6月25号（周二）下午15：00正式

开讲。
活动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1号 亚太

大厦4楼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教
育基地（地铁3号线、4号线市二医院
站B口出） （江瑾然）

一
“是药都有三分毒”

用错“常见药”，警惕变“毒药”

止痛药、维生素、润喉片、抗过敏
药等都是我们的家庭常备药。而对于
这类药的使用，大部分人却很“随
意”，殊不知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生命
危险！

1、乱服止痛药，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长期服用止痛药，不仅可能产生

不良反应，还可能掩盖症状，错过最
佳的诊治时间。

比如布洛芬，用于止痛不得超
过5天，长期使用，轻则导致消化道
溃疡或出血，重则导致肾衰竭。在使
用止痛药的过程中，如果疼痛症状
并未缓解或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
停药就医。

2、维生素过量服用，良药变毒药
很多人都有补充维生素的习惯。

维生素A和D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必需
物质，尤其对于婴幼儿，至关重要，但
婴幼儿过量服用维生素A，如短时间
内超过7.5万单位，可引起急性中毒，
甚至死亡。过量服用维生素D（D2或
D3），可导致中毒；

再比如某些女性为了抗氧化，长
期使用维生素E。在超量服用的情况
下，如日剂量>800mg，如果其中有维
生素K缺乏的病人，那么大剂量的VE
会导致出血或有血栓风险。

因此，维生素不能随意吃也不能
过量吃，应该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时定
量服用。

3、润喉片有毒副作用，长期口含
伤喉

某些润喉片如华素片含碘，长
期口含，对于甲状腺异常的病人尤
其是甲亢病人，可能有不良影响；
某些中药制润喉片如西瓜霜含有
冰片，长期大量服用可能导致孕妇
流产。

4、“药驾”赛“酒驾”，忽视危害大
某些感冒药、抗过敏药、镇静催

眠药、抗偏头痛药会引起驾驶员嗜
睡；某些镇咳药、解热镇痛药、抗病
毒药可能导致驾驶员出现眩晕或幻
觉；某些解热镇痛药，解除胃痉挛
药、扩张血管药、抗心绞痛药、抗癫
痫药可能会引起驾驶员视物模糊、
辨色困难。

5、过量补钙，反而影响儿童发育
对于儿童来说，0～6个月的婴

儿每日需要钙摄入量300～400毫
克；1～4岁儿童每日需要钙摄入量
600～800毫克；4～14岁每日800～
1000毫克。

如果儿童过量补钙，反而会产生
不良反应，影响大脑发育。

6、用水服药需注意，多喝少喝有
讲究

一般片剂150～200毫升水送服
即可，但是对于某些特殊药物，饮水
量却有讲究！

比如L-谷氨酰胺呱纶酸钠颗
粒，是建议直接口服，无需饮水。而某
些含碘的造影剂，则是建议口服后大
量饮水，促进排泄，减少其对肾脏的
损害。

二
药品说明书有门道

教你轻松读懂药品安全常识

李根教授介绍，如果把治病比做
“升级打怪”，那说明书就是我们的
“武功秘籍”，该用什么招，怎么用，都
在说明书中记录的一清二楚。如何轻
松get到药品说明书的重要信息？请
往下看！

1、看适应症和成分
要注意说明书里面是不是只列

了【主要成分】，而不是全部成分，如
果是的话，就要谨慎使用。

2、作为患者，最应该仔细阅读的
就是“用法用量”

关于用法用量，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搞懂正确的用药方法：比如泡
腾片必须等待药物完全溶解或气泡
消失后再饮用，严禁直接含服或吞
服，否则可能造成窒息死亡；要求舌
下含服的药品则服用完后，30分钟
内最好不要吃东西或者喝水，否则

会影响药效。
3、查看不良反应
很多人看到一大串的不良反应

后就不敢用了，其实不良反应越详
细，说明生产药品的公司越严谨。

相反，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没
有标明【禁忌】或不良反应一栏里出
现【尚不明确】四个字的药品。

4、禁用忌用慎用，一字之差可能
要命

这三个词语用一句通俗的话解
释，那就是---一级比一级严格。

（1）慎用：不代表绝对不能使用，
在医生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可以谨慎
使用。

（2）忌用：有避免使用的意思，有
些药物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后果，但因
个体差异，又不能一概而论，医生会
根据病人的情况斟酌考虑。

（3）禁用：则表明绝对不能使用。

三
其它你关心的用药安全问题

都在这里啦！

1、生病吃药时，我们有时会忘记
吃药，这时候怎么办呢？

李根教授介绍，这得视具体情
况而定。（1）如果是长期服用的药
物，漏服一两次，问题不大，可以不
用理会；（2）如果疗程较短，一天一
次服药，如果忘记一次，可以向后将
疗程顺延一天；（3）如果是刚开始服
药，连续几天忘记用药，就应该咨询
医生重新计算疗程；（4）如果是自限
性的疾病，如普通感冒，一日三次服
用的药物，中午忘记服药，则影响不
大，无需过分担心。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短时间内
连续服用两次药物来弥补漏服的药
品，比如降糖药或降压药等。

2、生病了，中成药和西药同时

吃，病会不会好得快一点？
“ 门 诊 上 也 经 常 会 遇 到 一 些

家长，过于担心孩子的病情，于是
看了内科，又再去其他科室咨询，
把各种中成药和西药混着吃。”李
根教授说，我们应尽量减少几种
药物的叠加使用，因为这可能会
间接增加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发
生的几率。

3、病情好转后，是不是就可以停
药了？毕竟是药三分毒……

“这得分情况，有些可以：比如
发烧退烧后退烧药可停，感冒一般
几天后症状好了也可停！但有些不
可停：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之类
的慢性疾病，停药后病情可能会加
重！”

4、普通人群如何鉴别自己买到
的是不是假药呢？

如果买的是国产药品，真假还是
很容易鉴别的：（1）、扫描条码：可以
用微信、支付宝扫一扫条码，如果查
不到，则说明该药品没有在物品编码
中心上报注册，很可能是假药。（2）、
如果药品上有“疗效最佳”、“药到病
除”、“根治”等违法药品广告语，也很
可能说明你买到了假药。

5、大家都知道果汁、茶等不能
和药品同服，那奶制品可以与药物
同服吗？

“奶制品最好不要与药物同时服
用，服药与喝奶需间隔一个小时以
上。”李根教授说。

因为奶制品可在药物表面和胃
黏膜形成一层薄膜，会降低药物的吸
收和疗效。同时奶还可与部分药物发
生不良的化学或物理反应，不仅影响
吸收，还会加重胃肠的负担。

如果大家对“用药”还有疑问的
话，可以去成都妇女儿童医院挂每周
三上午的药学部的药物诊疗门诊找
专业的药师咨询噢～

（倪佳）

每年20万人因用错药死亡！这些用药误区你还在犯！

李根教授：正确做法是…

扫码关
注“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
查看本期视
频。

新华社曾经以新华社曾经以《《从从““迷信迷信
药药””到到““乱吃药乱吃药””———透视我国—透视我国
每年每年250250万人错误用药而损害万人错误用药而损害
健康健康》》为题为题，，报道了国家食药报道了国家食药
监总局的一项调查监总局的一项调查。。

其中一项数据显示其中一项数据显示，，我国我国
每年约有每年约有250250万人因为用药错万人因为用药错
误而损害健康误而损害健康，，其中死亡人数其中死亡人数
高达高达2020万人万人。。

这个数量是全国交通事这个数量是全国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的两倍故死亡人数的两倍。。

““药品说明书有哪些门药品说明书有哪些门
道道？”、“？”、“有时粗心忘记吃药该有时粗心忘记吃药该
怎么办怎么办？”？”……相信很多人脑……相信很多人脑
袋里都有个大大的问号袋里都有个大大的问号！！这次这次
我们邀请到了成都市妇女儿我们邀请到了成都市妇女儿
童中心医院药学部主任李根童中心医院药学部主任李根
做客做客《《名医大讲堂名医大讲堂》，》，给我们科给我们科
普家庭安全用药小知识～普家庭安全用药小知识～

当心，一个小伤口
可能毁掉整只手！
市三医院护理部主任：伤口要
这样处理，才能好得快

英语6级没过 他开始翻译冰火

2002年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散布
着一整条街的书店。旧书摊上，屈畅无意
间发现台湾译本的《冰与火之歌》第一
卷，于是又在网上找到前三卷的英文版。

“我一直在找更好的奇幻书，《冰
与火之歌》比我看过的都要好。”彼时，
川大图书馆也是屈畅常去的地方。按
照当时的规定，单次最多借十本，屈畅
每次都会达到上限，除了奇幻，书单里
还有很多历史、侦探、科幻类小说。

初见冰与火的世界，屈畅形容，
“就像看过很多武侠网文，突然看到了
古龙和金庸。就像梅西和C罗，总是比
别人更好。”他急于把这份喜悦分享给
别人。出于分享的目的，屈畅尝试对小
说进行翻译，并把译本贴到当时很有
名的“龙骑士城堡”论坛。

现在各种介绍屈畅的文章，经常
提到他曾经大学没过英语六级。英语
表达是他的短板，然而就是凭借着一
腔热血，屈畅开始了持续十六年的翻
译工作，先后有四名译者与他合作，但
只有他完整参与了目前的五卷。

站在批判者的角度看自己

屈畅是重庆人，1982年出生，微
胖、披肩长发、戴眼镜、身高将近一米
八。“在论坛上贴了两个章节后，反响
还可以，然后倒回去翻译了十几个章
节。”这引起了重庆出版社的关注，他
们联系到屈畅，随后屈畅正式开始前
三卷的翻译工作。

《冰与火之歌》每卷动辄上百万
字，为专心翻译，屈畅租了间搭在楼
顶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的电脑游戏
很少有汉化版本，他只有逼着自己直
面英语，从小到大，他积累的游戏光
碟数千盘。但这部小说更考验的，是
译者对原文里若干线索和伏笔的还
原，理解作者每句话的写作意图，把
自己的理解放到整个全文的框架中
来考虑。

为翻译得准确，屈畅打印了几千页
资料进行对比，里面有冰火世界衣食住
行、武器法律、家族地缘等等设定的整
理，也有外国网友对小说的理解，资料
堆成一座小山。屈畅将这些资料与自己
的翻译对照，每看到有疑问、疏漏、不严

谨的地方，他都会划掉或者打钩，改回
来再反复默读、检查，清楚掉所有觉得
不顺畅的地方，“要站在一个读者、批判
者的角度来看，不为自己辩护。”

屈畅追求完美的习惯，也体现在
打游戏上。他喜欢几乎所有种类的游
戏，以“足球经理”类游戏为例，当玩过
一款后，他又拼命去寻找同类的、更好
的、或者有对比的足球经理类游戏，前
后差不多玩了50个版本。觉得还不够，
他又玩了棒球经理、橄榄球经理、篮球
经理等类型的游戏。最后，同样公司的
其他作品也被他装进了电脑，“不停去
寻找新鲜的地方。”

在这样严格的追求下，那个冬天，
他完成了《冰与火之歌》第一卷的最后
修订。

销量一般 电视剧开播涨4倍

2005年，屈畅与合作者完成《冰与
火之歌》前三卷的翻译，紧接着马丁出
版了第四卷，屈畅马不停蹄继续工作。

本科毕业，屈畅留在川大历史系
继续深造，师从王挺之教授进行文艺

复兴方向的研究。离开校园后，他还曾
在知名杂志《科幻世界》工作，干了5
年，编辑过几十本书、几千万文字。刘
慈欣的《三体》一开始也在这里连载。

与《三体》的畅销不同，屈畅他们
翻译的《冰与火之歌》前几年虽然口
碑不错，但销量平平，“有段时间，出
版社觉得也就这样了，不是特别重
视”。2010年，HBO要将《冰与火之
歌》拍成电视剧的消息传来，出版社
很快再度拿下版权。随着改编剧《权
力的游戏》现象级爆红，原著也在中
国火起来。

“后来就印了很多，现在印了非常
多，出版社也投入了很多。”具体销量
屈畅记不清了：“起码是之前的4倍。”

截至目前，原作者马丁完成了前
五卷的创作，屈畅与合作者准确、流畅
的翻译，也深得读者好评。有评论说
到：“翻译我只服范晔老师的《百年孤
寂》，和屈畅、赵琳的《冰与火之歌》系
列。”还有评论说：“屈畅、刘慈欣还有
科幻世界，是所有奇幻与科幻爱好者
心中永远的记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风靡全球的《冰与火之歌》是他翻译的
——专访《冰与火之歌》中文译者、川大校友屈畅

风靡全球的史诗大作《权力的游戏》，上个月完结终章。它通过魔幻现实的色彩，讲述了中世纪背景下七个国家、九大家族争权夺利的故事。
开播九年，它的神剧地位屹立不倒，却在今年走下“王座”，国内外评分网站屡创新低。以至于有超20万剧迷联名，请愿重拍。
屈畅，可能是整个中文世界，最了解《权力的游戏》与原著《冰与火之歌》的人。曾在川大求学期间，他无意间接触到《冰与火之歌》，一头扎了

进去，随后开启持续十六年的翻译工作。屈畅和原作者马丁都是处女座，屈畅的翻译故事生动展示了什么叫追求完美。

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