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体检季刚刚过去，“幽门螺杆
菌”又上了热搜榜。近日，南京一男子胃痛
不舒服，进而全家检测发现都感染了幽门
螺杆菌。这又给幽门螺杆菌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科主任李慧臻说，幽门螺杆菌被很多
消化科医生称为“网红菌”，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近日天气寒冷，消化科的胃病
患者开始增多，几乎所有胃病患者都会询
问自己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检查呈阳性
的病人还会询问是不是会得胃癌。
针对患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李慧臻表

示，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达到了56%以上。即便如此，感染幽门
螺杆菌也无需过于紧张，因为并非所有感
染者都需要根治，也不意味着感染后距离
胃癌越来越近。但需要根治的人必须严
格遵医嘱完成治疗疗程，以免发生耐药。
未感染以及痊愈的人要积极预防，由于
“口—口”传播是幽门螺杆菌的主要传播
途径，共餐易致家庭和同事间传播。因此
建议家庭成员、亲朋同事聚餐要分餐、分
碗、分筷、分毛巾。

该院消化科医生张恒钰说，幽门螺杆
菌简称HP，是一种螺旋形、微厌氧、对生长
条件要求十分苛刻的细菌，是目前所知能
够在人胃中生存的唯一微生物种类。幽门
螺杆菌感染可能引发的疾病包括：慢性胃
炎，大约90%的慢性胃炎患者均感染过幽
门螺杆菌。消化性溃疡，95%十二指肠溃
疡和70%胃溃疡是由它引起的。胃癌，幽
门螺杆菌是胃癌的第I类致病原，但感染了
幽门螺杆菌不一定会得胃癌。胃癌的病变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很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幽门螺杆菌只是胃癌发病的帮
凶，研究发现，只有含有CagA基因、具有
空泡毒素活性的幽门螺杆菌才有可能导致

胃癌，这类患者大约占感染者的1%。胃外
疾病，如慢性荨麻疹、缺铁性贫血、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维生素B12缺乏、儿童发育迟缓、口
臭、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

如果一个人发现了幽门螺杆菌感染，是
否全家人都需要去做检查呢？张恒钰表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全家人去检查的，
尤其是儿童。但如果家人同时伴有消化道
症状、以前曾经有过上消化道疾病病史、胃
癌家族史等情况，可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
她同时建议以下人群考虑做幽门螺杆菌检
测。带孩子的老人、计划怀孕的夫妇；患有
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胃部疾
病的人；经常有泛酸、烧心、消化不良、食欲
不振或胃痛等不适症状；出现口臭、口干、口
苦、口腔异味等；经常到餐馆就餐，参与聚
餐，未使用公共碗筷，或爱吃生东西、喝生水；
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如阿司匹林、布洛
芬等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
有胃部手术史或胃癌家族史患者；患有其他
与幽门螺杆菌有关疾病的患者，如久治不愈
的皮肤病、缺铁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维生素B12缺乏、儿童发育迟缓、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疾病。
“幽门螺杆菌检测方法在临床上用得最

多的是尿素呼气试验，它非常安全、准确、简
单、方便，且无创伤、无痛苦，大家只要间隔
30分钟呼出两口气，就能知道胃里有没有
幽门螺杆菌。”张恒钰说。尿素呼气试验检
查需要空腹，或餐后2小时后方可进行，特

别要注意检查之前至少4周没有吃过抗生
素类、铋剂类药物及清热解毒类中药，至少
2周没有吃过拉唑类药物，以免出现结果假
阴性。

李慧臻说，我国约有7亿人感染幽门螺
杆菌，但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需要进行幽门
螺杆菌根除治疗。《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
染处理共识报告》推荐了根除指征，具有这些
指征人群幽门螺杆菌检查呈阳性则需要根除
治疗。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
巴瘤是共识中强烈推荐需要进行根除治疗
的。推荐做根除治疗的包括有以下病症人
群，如慢性胃炎伴消化不良症状、慢性胃炎伴
胃黏膜萎缩、糜烂、早期胃肿瘤已行内镜下切
除或胃次全手术切除、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
剂、胃癌家族史、计划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
（包括低剂量阿司匹林）、不明原因的缺铁性
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及其他幽
门螺杆菌相关性疾病如淋巴细胞性胃炎、增
生性胃息肉、Ménétrier病和证实有幽门
螺杄菌感染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强烈要求除

菌。”李慧臻说，“在门诊，经常碰到有些患者
并没有做胃镜检查或胃镜没有发现病变、没
有上述家族史等情况，医生详细解释可以不

用药后，他仍然有非常重的精神负担坚决要
清除的，也可以用药。另外，大多数儿童都
不需要根除治疗。原因是儿童是幽门螺杆
菌易感人群，根除后再感染几率大；一些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成人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可
能起源于儿童时期，很多人感染后并不会出
现不适症状，尤其是儿童患者；根除幽门螺
杆菌需要使用的药物对儿童毒副作用更
大。儿童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指征更严格。”

张恒钰说，在治疗上，通过规范治疗，幽
门螺杆菌治愈率可高达90%，但患者一定要
按医生要求完成疗程，不定时服药、减少药量
等均可导致根除治疗失败。接受幽门螺杆菌
根除治疗4周后应主动进行复查，确保根除
疗效。因为首次根除不成功，由于抗生素耐
药的原因，再次根除的成功率将大大降低。
目前推荐的根治疗法是四联疗法，同时口服
两种抗生素和质子泵抑制剂、铋剂等四种药
物，疗程10至14天。吃完药以后，停药至少
间隔4至8周后复查，复查也是做尿素呼气
试验，如果是阴性，那说明已经治好了。需要
提醒的是，一旦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切记不
可自行前往药店购买药物自行杀菌治疗，需
要前往医院，经消化科医师评估后方可用药。
张恒钰说，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主要

是人传人，包括口—口传播、粪—口传播、
胃—口传播。由于幽门螺杆菌主要经口腔进
入人体，这种细菌常存在于带菌者的牙垢与
唾液中，因此注意口腔卫生、定期换牙刷是预
防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重要措施。另外，幽门
螺杆菌是通过口口传播的，接吻是传播此菌
途径之一，夫妻一方发现感染，双方要同时接
受治疗。大人也不要用嘴对嘴的方式给婴幼
儿喂食或将咀嚼后的食物给孩子吃，这种方
式容易把幽门螺杆菌传给孩子。
“在我国，很多人在儿童时期就感染了幽

门螺杆菌，这与我国家庭用餐习惯有关。建
议家中如有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应使用专碗
专筷。全家吃饭尽量分餐，并使用公筷公
勺。而根治后患者仍可能再次感染或者死灰
复燃，这就需要患者接受治疗期间和治疗之
后要避免路边摊的不干净食物，避免在餐桌
上相互夹菜，家庭的餐具也要定期更换消
毒。”李慧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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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半数国人都有幽门螺杆菌
“口口相传”易在家庭中传播 并非人人都要根治 中药煎煮方法影响疗效

不同疾病汤剂煎服法不同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幽门螺杆菌引发慢性胃炎
口气重腹胀不妨做呼气试验

不是所有感染者都需根治
儿童治疗幽门螺杆菌更慎重

门疹动态

仅剩1毫米！胎儿动脉导管早闭
泰心专家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

天气寒冷干燥皮肤瘙痒患者增多

多种非药物措施是止痒首选

宝宝没长牙就应开始口腔清洁

7岁前家长要帮助孩子刷牙
育儿百科 医疗动态

治疗半途而废产生耐药性
预防感染提倡分餐用公筷

中医方剂的煎服法是决定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天
津中医一附院心血管科医生刘宇说，中药汤剂的煎煮是一个
看似简单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煎煮方法是否得宜，对中药
汤剂疗效有很大影响。历代医家对汤剂的煎法、服法，都很重
视，不同的疾病中药煎服法不一样。

刘宇说，目前，中医较统一的煎服方法为将饮片放进砂锅
等煎药器皿中，加水浸没过药面3至5厘米，浸泡半小时，武
火煎开以后改为文火，煎煮约30至40分钟即成，倒出药汁；
然后再加水与药面平，再煎一遍，将两次的药液混合，分开两
次早晚服用。或者将中药煎三次，三次的药汁混合在一起，然
后分三次喝，但以下情况的煎服方法则不同。

急性病、大病采取一次性煎服法。古人煎药注重汤剂的
第一次煎液，几乎没有第二煎的方法，尤其是治疗外感病或急
症等急性病、大病，可按照《伤寒杂病论》的原剂量、原方法，只
煎一次，不用第二煎，根据病情，分次服，以尽快给药，争取早
治疗、快治疗。这是因为复煎会稀释药物的有效浓度，改变组
方的药物配伍比例，降低临床疗效。

慢性病、脾胃病采取二三次煎煮法或煮散法。二三次煎
煮法就是中药煎煮时，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至30
分钟，第二煎30至40分钟，第三煎则时间更长，以便将所有
成分提取出来。煮散法是粗末者，煎熟去渣服用，或开水浸泡
服用；细末者，煎熟和渣服用，或开水直接调服。

衰弱性、虚劳性疾病采取去头煎取二三煎煮法。这种方
法只针对身体特别衰弱的慢性虚损性疾病，旨在味少量轻、顾
护脾胃。 苏玉珂

现在，大多数妈
妈都知道宝宝长牙后
要给宝宝做牙齿清

洁。其实，在宝宝长牙之前就需要做口腔
清洁。我市第三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高
金波说，口腔中除了牙齿还有牙龈、唇颊黏
膜。宝宝在长牙之前，应该每天给宝宝做
1至2次的口腔清洁。方法是妈妈把手洗
干净，食指上缠住无菌的纱布对宝宝口内
的黏膜进行清洁。同时，奶瓶奶嘴要定期
煮沸消毒，保持干燥。
高金波说，宝宝长牙之前就开始清洁

口腔可以有效预防鹅口疮。鹅口疮是一种
真菌感染，由白色念珠菌引起的口腔感染
性疾病，好发于婴儿期。当宝宝第一颗下
颌乳中切牙萌出后，家长可以继续使用无
菌纱布帮助宝宝清洁牙齿，或者使用指套

牙刷，硅胶刷毛，清水刷牙即可。宝宝乳牙萌
出时间一般在6至7个月，时间早晚各有差
异，最早的4个月，最晚1岁，1岁之前乳牙开
始萌出都属于正常现象。当当宝宝的上下共
8颗前牙萌出之后，可以换用儿童牙刷，牙刷
头的长度应小于下颌四颗前牙的宽度总和，
依然是清水刷牙。因为这个时候宝宝不会吐
物，应避免将牙膏吞咽。到了3岁左右可以
使用含氟牙膏，每次豌豆粒大小即可。

高金波建议孩子7岁之前，能力尚未达到
绑鞋带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刷牙。
因为7岁之前的孩子手部肌肉还未足够成熟，
无法完成刷牙这么复杂的动作。家长帮宝宝
刷下牙时可以站在宝宝的前方或右前方，刷
上牙时可以站在宝宝的右侧，举起左臂，将宝
宝的头部轻微后仰放在妈妈的左上臂处。

陈颖

近日，我市滨海新
区一孕妈怀孕39周产检
时，竟查出胎儿心脏异

常。这名孕妈来到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在
儿内二科主任兼ICU儿科主任Mahmoud 的
精准诊断和全程守护下，小生命平安降生。
据了解，该孕妇在我市塘沽妇产医院孕

检，彩超结果显示胎儿心脏异常，转到泰心医
院后，Mahmoud医生和外一科副主任王秀
丽立即安排孕妇做超声检查，结果令人揪
心。胎儿右心房右心室增大，三尖瓣大量反
流，心包积液，胎儿的动脉导管仅剩1毫米就
会闭合，生命岌岌可危。跟时间赛跑，抢在闭
合前让宝宝平安出生是保证安全的唯一方
法。Mahmoud与儿科医疗团队共同分析病
例，考虑到胎儿已经足月，建议孕妈尽快实施
剖宫产。Mahmoud解释说，胎儿在宫内有

三条重要的“生命通道”：静脉导管、动脉导
管以及卵圆孔。其中，动脉导管连接胎儿
的肺动脉与主动脉，一般在出生后3至7天
闭合。如果动脉导管在胎儿期关闭或狭
窄，可导致右心渐进性增大、右心衰竭、肝
淤血、腹水、全身水肿等，严重时可能导致
胎儿死亡。
这次就诊后，Mahmoud医生一直跟孕

妇保持联系，对胎儿动脉导管情况进行动态
监测。在到泰心医院就诊后的第四天，孕妇
进行了剖宫产。宝宝出生后，Mahmoud第
一时间为其进行超声检查，评估心脏状况。
“宝宝的动脉导管已经完全闭合，如果再晚一
天，后果不堪设想。”Mahmoud医生说。为
了保险起见，宝宝出生当天就转入泰心医院
继续观察。最终经过全方位检查，确定宝宝
心脏正常，顺利出院。 王鹏

冬季寒冷干燥，皮肤瘙痒是皮肤科
最常见的病症。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院
皮肤科的皮肤瘙痒病人近来有较多增

加。患者向医生表述最多的是，他们时常会觉得身体到处都
痒，尤其是到了夜里，情况更加严重。有的患者会自己买些涂
抹药品使用，但时好时坏，皮肤瘙痒逐渐成为困扰这些人的健
康难题。

该院皮肤科专家表示，出现皮肤瘙痒的原因之一是随着年
龄增长，油脂分泌减少，皮肤水分流失得更快，导致皮肤干燥引
起瘙痒。还有些患者是不正确的生活习惯所致。比如洗澡水
过热、搓澡巾使劲“搓洗”、肥皂清洗等会破坏皮肤屏障，使得皮
肤保护能力更弱。近年来还发现只吃素食，有意减少肉类、脂
肪类的食物摄入也容易加重皮肤瘙痒。其实肉类、脂肪类中所
含的蛋白及维生素A、E等对维持正常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皮
肤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能有效预防皮肤干燥和老化。瘙痒
的治疗方法较多，但控制的难度较大。非药物治疗是止痒的第
一步，也适用于大多数类型瘙痒，它包括以下内容。

避免皮肤刺激 粗糙的衣物、羊毛和合成纤维等织物，有
时会对皮肤产生刺激。必要时可穿全棉质、轻便的衣物，更换
棉质床品，有助于保持皮肤凉爽、减少瘙痒感。

加强保湿谨防干燥 皮肤干燥可能引起或加重瘙痒。建
议勤用保湿霜，瘙痒部位每日至少涂抹1至2次保湿霜。保
湿霜选择低过敏性、低刺激性、无香味产品。尿素、甘油、凡士
林等基础成分均有保湿作用。皮肤在夜间水分流失会增加，
因此更应当使用保湿霜。此外，还可以选用加湿器，调低恒温
器或暖气的方法，来保证空气湿度。

优化皮肤 pH值 人类健康皮肤有一层“酸性外套”
（pH4.5-6.2），有助于抵御环境刺激，因此应当避免碱性清洁
剂，如普通的肥皂、洗洁精、洗衣粉等物品。

降低皮肤温度 温度增高通常容易加重瘙痒症状，使用能
舒缓和冷却皮肤的霜、乳液或凝胶，可提前置于冰箱冷藏。如
薄荷脑制剂，可让皮肤有清凉感，能一定程度缓解瘙痒。也可
对瘙痒处局部冷敷或冰敷，冰敷最好用毛巾隔开以避免冻伤。

注意洗澡方式 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澡方式，水温不宜过
高。洗澡时，选择非碱性、温和的清洁产品。洗澡后，冲洗干
净，轻轻拍打干皮肤并涂抹保湿霜，避免用力揉搓。有条件者
可尝试燕麦浴，每天最多洗浴一次，参考时间15至20分钟。

物理干预 “痒—抓”的恶性循环会加重皮肤损伤。若
忍不住抓挠，可尝试转移注意力，如听音乐、看电视、室外活
动等。另外，要注意修剪指甲，或晚上戴手套，以免抓挠引
起皮肤损伤。 陆静雷春香

实施分餐制有利于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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