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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8日上午，我市第二人民医院推出以
乙、丙肝为主的免费快检筛查活动。活动地点在
该院门诊楼一楼大厅，筛查项目为乙型肝炎病毒
表面抗原、丙肝抗体、HIV抗体及梅毒抗体。取
样方法为按压式一次性密封针刺取指尖血，10至
15分钟读取结果。乙、丙肝标志物筛查阳性者还
将免费行HBVDNA及HCVRNA检测。

活动建议筛查的人群为：既往有输血制品史
（包括血浆、白蛋白等）及单采血浆回输者；既往有
血侵袭性操作者：如手术、内镜检查治疗、修牙、器
械植入以及共用剃须刀、共用牙刷、修足、文身、文
眉、针灸等；与乙肝、丙肝、梅毒及HIV感染者密
切接触的家庭成员及性伴；不明原因肝功能异常
者。此次活动由该院预防保健科负责，市民还可
拨打电话022-27468019咨询相关事宜。

二人民医院免费筛查血源性传染病

国医讲堂爱肝日呵护你的“人体化工厂”
健康成年人每年要做肝脏B超、肝功能等检查

中医耳穴疗法应用广泛
按揉耳朵调理身体多部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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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动态

一顿火锅引发急性重症胰腺炎
2000公里“胰”路北上 津门医生成功救治

医疗前沿

频繁头晕心脏“阀门”坏了
胸科医院完成微创主动脉瓣膜置换术

本月18日是全国爱肝日。肝脏素有“人
体化工厂”之称，作为人体大器官，它承载着
许多重要功能，你有没有关心过你的肝脏？
有没有认真呵护过你的肝脏？我市第二人民
医院的肝病专家在爱肝日到来之际，提醒市
民肝脏是人体解毒器官，熬夜加班、喝酒应
酬、高蛋白饮食、久坐不动以及药物滥用等，
都让肝脏承受了很大的负荷。肝脏又是个哑
巴器官，默默承受着来自主人的各种压力，哪
怕还剩下1/3的肝细胞也能正常运转，不会
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这就使得一旦发现肝
脏出问题就可能难以挽回。
专家们建议市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

护肝脏的基础，健康成年人每年体检要坚持
为肝脏做B超、肝功能等检查；有5年以上的
肝炎病史、乙肝病毒抗原标记物阳性及其他
慢性肝病者和已确诊的肝硬化患者、有5至8
年以上的酗酒史及糖尿病患者、中重度脂肪
肝患者，应每3至6个月做肝脏B超、甲胎蛋
白等检测。

我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肝病专家王凤
梅介绍说，肝脏是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
大部分位于右季肋部及上腹部，是人体最大
腺体，红褐色，质软而脆。一般重约1200g
至1600g，约占成人体重的1/50，男性的比
女性的略重。肝脏有一个重要特性是其具有
再生性，当它被切除一部分后，其余的肝脏可
以再生成为一个全肝，这主要是由于肝细胞
可以重新进入细胞周期所致。
“肝脏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劳动模范’，承

担着人体多重重要功能。”王凤梅说。比如参
与代谢功能，调节酸碱平衡及矿物质代谢，合
成和储存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如A、B、C、
D以及K；参与性激素等激素代谢，肝脏一旦
出了问题，性功能、性特征都会改变；参与水
的代谢过程，让人体每天保持正常的排尿
量；肝脏还具有分泌和排泄胆汁的功能。肝
脏在24小时内可以制造胆汁约一升，以促进
脂肪在小肠内的消化和吸收。

此外，解毒和造血是肝脏最为重要的功
能。药物、酒精等外来的或体内代谢产生的有
毒物质，通过肝脏解毒变为无毒的或溶解度大
的物质，随胆汁或尿液排出体外。在血液方面
的功能包括胎儿时肝脏为主要造血器官，至成
人时由骨髓取代，造血功能停止，但在某些病理
情况下其造血功能恢复。另外，几乎所有的凝
血因子都由肝脏制造。在人体凝血和抗凝两个
系统的动态平衡中，肝脏起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因此肝功能衰竭者常有严重的出血。
“中医则认为：肝与胆相为表里，开窍于目，

肝主藏血，主疏泄，有贮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
《素问·五脏生成》有‘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
肝又为将军之官，主谋虑。”该院中医科中医科
伍喜良副主任医师说。

王凤梅说，尽管肝脏是人体腹腔里最大的
器官，但它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因为肝脏是人
体内唯一没有痛感神经的器官，即使受到慢性
肝炎病毒、酒精、长期脂肪肝、药物及污染食品
的侵袭，受损早期也大都没有明显感受。然而
在这些物质长年累月的影响下，持续的炎症反
应和细胞坏死，引起肝细胞功能的紊乱，最终可
导致病毒性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病、药物性
肝病、肝硬化、肝癌。除此之外，常见的肝病还

有先天性或遗传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
一些细菌和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肝病如肝脓肿、
肝结核、肝吸虫病等等。要保护肝脏，就要了解
哪些因素最容易伤害人们的肝脏。
感染 多数肝病是病毒感染引发的，如甲

肝、乙肝、丙肝和戊肝等，其中乙肝和丙肝是最
为常见的慢性肝病，如不接受规范治疗容易发
展为肝硬化、肝癌。
酒精 酒精肝的形成与酒精的摄入量有

关。如果每周有3至5天饮酒量超过40克，持
续喝上5年，酒精肝、肝硬化就会接踵而至。
肥胖正常肝脏的脂肪含量很低，因为肝脏

能将脂肪与磷酸及胆碱结合，转变成磷脂，转运
到体内其他部位。肝功能减弱时，脂肪便在肝
脏内积聚，成为“脂肪肝”。脂肪积聚过多时，更
可能发展为肝硬化。脂肪肝多不痛不痒，但却
是隐性肝硬化的元凶。
药物 肝脏是药物浓集、转化、代谢的主要

器官，尤其是口服药物由胃肠吸收后即进入肝
脏，在肝内的浓度较血液及其他器官中高。由
于药物及代谢产物的毒性作用或机体对药物产
生过敏反应，容易对肝脏造成损害。
高血糖 糖尿病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高于

普通人2至3倍。因为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
致脂质代谢障碍，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炎症介
质产生、肝星状细胞激活，进一步产生肝细胞的
炎症坏死，肝脏在反复慢性炎症刺激和自身修
复之后，形成肝纤维化、肝硬化，最终导致肝癌
的发生。

“沉默寡言的肝脏需要人们积极的保护才能
正常运转，保护肝脏需要我们这样做。”该院检验
科王玥医生说。戒酒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保护肝脏
的措施；不吃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会产生致癌物黄
曲霉素，造成肝细胞受损、变性甚至坏死，诱发肝
癌。平时吃坚果遇到有苦味的，马上吐掉并漱
口；遵医嘱服药，不自行吃药，或增加药量和用药
种类；不熬夜，正常人6至8小时睡眠，静卧可增
加肝脏40%血流量，使肝脏得到更多的血液、氧
气和营养的供给，有利于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接种乙肝疫苗。另外，该院重症肝炎科刘国旺医
生还提醒市民要重视日常体检中发现的轻度肝功
能异常。条件许可应尽快和专业医生咨询。

有必要的，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动态观
察。如果不能及时就医，至少要控制饮酒、睡眠
不足、服用某些药物、工作劳累等非病理性原因
后再复查肝功能。

对于慢性肝病患者和肝病高危人群来说，
除遵守以上保肝要素外，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乙肝等慢性肝病患者要接受正规医院专科
医生的规范化治疗，绝大多数乙肝患者可以有效
延缓疾病进程，甚至远离肝硬化、肝癌。丙肝已经
能够治愈。慢性肝病患者每3个月到半年须复查
一次，内容包括B超、肝功能、甲胎蛋白，每年进行
一次食道和胃检查。该院妇产科马冉医生表示，
母婴传播是乙肝传播的途径之一，乙肝患者在孕
前、孕期、产时和婴儿出生后一年内接受乙肝母婴
阻断治疗，阻断感染的成功率可达95%以上。

早期脂肪肝要积极治疗。一是合理膳食，节
制饮食饮酒，减少高脂高热食物摄入，不盲目减
肥。二是合理运动，如游泳、快步走(30分钟走
3000米、每周走5次）。日常尽量做到“能坐不
躺，能站不坐，能走不站，能快不慢”。三是配合药
物治疗。多数早期患者无需药物治疗，也可适当
服用正规医院专业医生开出的保肝药，切不可滥
信广告，擅自服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脂
肪肝病人，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基础疾病的治疗。

王玥还建议脂肪肝、2型糖尿病、肥胖/超
重、长期饮酒、病毒性肝炎、自免肝等患者，可以
定期做壳酶蛋白肝纤维化检测和血清GP73。
肝纤维化是可逆的，及时发现肝纤维化，能够阻
止慢性肝病发展成为肝硬化和肝癌。壳酶蛋白
是肝纤维化早期动态监测的新型血清标志物，
也可作为正常人群的肝纤维化筛查。血清
GP73可以筛查出各种慢性肝病所致的显著肝
纤维化和肝硬化患者。

肝脏是脏器劳模任劳任怨
承担着人体多种重要功能

肝脏默默无闻受伤难自知
感染酒精肥胖药物最伤肝

保护肝脏从健康生活开始
高危人群需定期做肝体检

在东莞和朋友小聚
吃火锅的代先生，饭后
没多久上腹突然出现剧
烈疼痛，紧急之下到附

近的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重症胰腺炎、呼吸
衰竭、肾衰竭，给予了呼吸机支持、血液净化
等治疗。3周后，代先生病情加重，转入了当
地知名的大医院，诊断为急性出血坏死性胰
腺炎、感染性胰腺坏死、脓毒症、贫血……腹
腔穿刺引流等治疗后，代先生病情仍持续恶
化，一页页的病危通知单送到家属手上，焦
急的家人上网了解到我市南开医院肝胆胰
外科崔云峰教授在重症胰腺炎治疗方面有
丰富经验。

代先生的家人通过微博、微信向崔云峰
教授介绍了他的病情，崔教授考虑患者病情
危重、时间紧张，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将患者转入南开医院，并告知患者初步的
治疗方案。代先生全家决定奋力一搏，北上
天津求医。然而就在救护车行驶至湖南时病
情加重，就近入住了长沙当地知名医院，住院
期间进行了两次经窦道胰腺坏死组织清除
术，起初患者发热有好转，后期再次出现反复
高热、寒战，营养状况越来越差。代先生的爱
人再次微信联系了崔云峰主任，之后顺利转
入南开医院。

据崔云峰介绍，急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
极其危重的疾病，死亡率高，而且治疗时间长，

费用高，给病人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传统的
胰腺炎坏死感染清除是采用开腹的方式进行，
对患者的创伤大，且关腹困难，不利于多次清
创，术后出血、肠瘘几率大，患者死亡率极高。
南开医院肝胆胰外科建立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程
序化个体化微创外科治疗体系，经多年实践证
实具有很好的疗效。入院转天，代先生就进入
程序化个体化治疗体系，在彩超引导下行胆囊
穿刺引流、空肠营养管置入术。由于代先生的
感染灶临近主要大血管，穿刺稍有不慎都会导
致腹腔血管破裂大出血而危及生命，专家们极
为谨慎地将穿刺管放置目标区域，马上大量脓
性液体顺着穿刺管流出。“这是我3月以来感觉
最舒服的一个晚上。”代先生在次日查房时跟大
家感慨道。此后，代先生又接受了胰腺坏死组
织清除、腹腔脓肿引流等手术，术后持续进行腹
腔灌洗引流、规范化抗生素治疗、肠内营养支持
等治疗，中医中药也贯彻整个治疗过程中。进
入南开医院治疗两个多月后，代先生终于康复
出院。 李婧敏

耳穴起源于我国，是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天津
中医一附院血液科杨曦医生说，耳朵就像一个倒置的
胎儿，包含了人体从头到脚几百个穴位的反应点。耳
穴疗法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并广泛应用与
内、外、妇、儿、皮肤、眼、耳鼻喉等各科 249种疾病的
治疗。耳穴刺激方法很多，有耳穴贴压、耳穴放血、耳
穴按摩、耳穴割治、耳穴火针等几十种，耳穴贴压以其
快捷便利、疼痛较小的优势广泛应用，这种疗法多数
在医院进行。市民在家可以通过按揉耳穴的方法简
单调理身体。

耳垂对应人体头面部。当出现牙疼、牙龈出血、口
腔溃疡、咽痛、耳鸣等症状时可通过按揉耳垂缓解。

按揉耳甲调理内脏疾病。对应内脏的穴位主要分
布于耳甲内，上部耳甲对应腹腔，用于治疗腹泻、便秘、
阑尾炎、胆囊炎等。下部耳甲对应胸腔，用于咳嗽、哮
喘、胸闷、心绞痛等。

按揉三角窝调理生殖系统疾病。三角窝主要对应
盆腔和内生殖器，用于盆腔炎、月经不调、阳痿早泄等，
除此之外，还对高血压、神经衰弱和戒断综合征有一定
效果。

按揉耳舟缓解上肢疾病。耳舟对应人体上肢，从
上到下依次为手指、腕、肘、肩和锁骨，找到疼痛反应点
可以有效缓解。

按揉对耳轮缓解躯干、下肢疾病。对耳轮对应人
体躯干的部位，上方为腰骶椎，中间为胸椎，下方为颈
椎，腰酸脖子疼的人在对耳轮相应部位会出现发红或
者小结节、隆起等，按揉可以缓解。对耳轮向上还有两
个分叉，分别对应臀部、坐骨神经以及下肢，患有坐骨
神经痛、膝关节炎、足跟痛、下肢酸软的患者可多按揉
此处。 苏玉珂

62岁的患者于先生5年前出
现头晕症状，近半个月头晕发作
逐渐频繁，且有站立不稳等情况

出现。他在我市胸科医院门诊做心脏超声检查发现多
年头晕竟然是因为心脏主动脉瓣膜严重狭窄，影响脑
部供血所致。2月25日，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与麻醉
科、超声科、体外循环科等多学科联合，成功为于先生
完成经导管“Sapien 3主动脉瓣膜”微创置换术，避免
了心脏停跳下体外循环的开胸手术。据了解，该类手
术在我市尚属首次应用。

据介绍，心脏是人体所有器官血液供应的发动机，
而主动脉瓣膜就相当于心脏发动机的总阀门，控制着
心脏向主动脉泵出的血液单向畅通。主动脉瓣狭窄会
造成心脏血流不畅，人体血液供应不足并增加心脏负
担引发心衰。目前主动脉瓣狭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
是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但手术需要正中开胸操作，同
时进行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于先生家人担心手术风
险，一度很纠结。但主动脉瓣膜狭窄如不及时解决，心
脏功能将持续受损，最终进展为不可逆的心衰。心血
管外科姜楠主任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进行当前最
先进的微创瓣膜手术——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即
TAVI手术。TAVI手术，是指经由股动脉或其他外
周动脉穿刺，在X射线的透视下，将组装完备的人工
主动脉瓣经导管置入到病变的主动脉瓣处，精确定位
后释放，完成主动脉瓣的置换。手术需要多学科联合
组成治疗团队，是对一个心血管诊疗中心高水平的考
验。胸科医院是我市最先开展TAVI手术，已经完成
百余例手术，手术成功率超过95%。

此次TAVI术中应用了目前国际上最新一代的
“Edwards Sapien 3球囊扩张瓣膜”，该人工瓣膜理
论上具有定位精准、瓣膜结构短、冠脉闭塞发生率低、
血流动力学好且更耐久的特点，目前只在全国少数几
家三甲医院进行过应用，我市尚属首例。手术在胸科
医院杂交手术室进行，各项步骤完成非常顺利。术中
超声监测，于先生主动脉瓣流速完全恢复正常，术后恢
复很快，已经可以下床活动，再也没有出现术前头晕、
憋气的症状。 屈志萍许正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