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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大鱼大肉后突发言语错乱

肝病患者摄入蛋白质要适量 入秋胃肠型感冒患儿增多
家庭科学护理让宝宝尽快康复

学习困难社交困难门诊开诊

秋季天气变化多端，近来我市各大医院儿
科就诊患儿明显增多，市中研附院儿科诊疗中
心史长燕副主任医师表示，近期患儿多为胃肠
型感冒。近年来，儿童胃肠型感冒多发与饮食
结构改变、病原体变异等有较大关系，“要想小
儿安，三分饥与寒”，家长平时应注意宝宝的喂
养方法，科学搭配饮食结构。患病后要及时查
找病因，对因治疗，注意调护。

史长燕说，中医学认为，小儿为“纯阳之
体”“稚阴稚阳”，且小儿有“脏腑娇嫩，形气未
充”的生理特点，又以肺、脾、肾三脏不足为突
出。感冒后，病邪直中脾胃，加之小儿饮食不
规律，致脾胃运化功能异常，滞于中脘，则出
现纳呆、脘腹胀满、呕吐、腹痛、腹泻或便秘、
口气酸臭、舌苔黄厚腻等症状。通常感冒患
儿来院就诊，医生会为宝宝检验血象来确定
属于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伴腹泻则加查
便常规，如果吐泻频繁、尿量减少，还应检测
尿常规、血电解质等项目，以免出现脱水、电
解质紊乱等严重后果。治疗上，除了对感冒
发热症状常规的疏风解表退热治疗外，还会
辅助健脾和胃之法，辅助中药灌肠、温灸等治
疗手段。
“家庭科学护理能促进胃肠型感冒的宝宝

尽快康复。”史长燕说。她建议家长对胃肠型感
冒的宝宝应避免摄入过多食物，不要进食生冷油
腻之物，应以稀粥、面汤等好消化食物为主，同时
应注意盐分等电解质的补充。脱水症状较轻的
宝宝，可冲服口服补液盐以补充电解质，而如果
出现无尿、眼眶凹陷、哭时无泪、精神状态差等表
现，则需要输液纠正脱水。对于脾胃虚弱、反复
泄泻的宝宝除了平时注意护理外，也可以加用小
儿推拿以健脾止泻，同时调理肠胃，事半功倍。

通讯员 陆静 雷春香

我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日前开
设学习困难门诊和社交困难门诊，有针对性
地解决孩子在上学期间最常出现的学习和人
际交往困难，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保驾护
航。专家表示，学习困难和社交困难并非疾
病名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孩子的神
经发育情况、躯体疾病、个性特征、应对方式、
学习目的兴趣动力、时间管理、情绪和行为问
题、家庭教育模式以及环境因素等。

两个特色门诊的开设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的精准延伸，将通过全面多维位评估方
式明确孩子学习困难和社交困难的真正原因，
由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社工师
组成医疗团队针对性地干预指导。干预方式包
括个辅、团辅、家庭治疗、发育行为训练、社交技
能训练、成长日间站、家长讲堂等，必要时配合
药物、物理治疗等综合康复模式，让孩子的困扰
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通讯员 郭熳

近日，刘阿姨家里聚餐，做了一大桌子
菜——红烧排骨、炖牛肉、油焖大虾、清蒸鳜
鱼……一家人吃得格外开心，刘阿姨也吃了
不少大鱼大肉。可是吃完饭没多久，家里人
就发现刘阿姨语无伦次，说话开始前言不搭
后语，后来直接躺在床上不说话了，喊也喊
不醒。家里人吓坏了，赶紧叫了 120 来医
院。先看了脑系科，紧急查了头部CT，并没
看到脑出血和脑梗塞。因为刘阿姨患有乙
肝肝硬化5年，通过口服药物病情控制得还
算稳定。医院请来了肝病专家会诊，这才揭
开了谜底。

无独有偶，王先生和家人聚餐，回家以
后却兴奋异常、言语错乱。这可吓坏了他的
儿子，赶紧叫来姑姑，结果王先生连自己亲
姐姐都不认识了，这下可把全家人都吓着
了，马上被送到附近医院诊疗。急诊查了头
部CT，排除了脑卒中。王先生也是一位慢
性乙肝患者，肝病主诊团队立即变身“老干
探”，寻找线索，“案情”逐渐明朗。

性格改变行为异常

肝硬化多会出现精神症状

原来刘阿姨、王先生都是发生了“肝昏
迷”，两家人都蒙了，昏迷不是脑子的事吗？
怎么还“肝”昏迷呢？我市第三中心医院肝
内科张旭医生解释说，大家俗称的“肝昏
迷”，也叫“肝性脑病”，是一种肝功能严重障
碍或肝内门静脉—体循环分流异常所导致
的轻重程度不同的神经精神异常综合征。
简单来说，就是肝功能差或异常肝脏血流的
问题影响了脑子出现了精神症状。绝大多
数肝硬化患者在病程中的某些阶段都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肝性脑病，表现为性格改变、
行为异常、言语错乱、计算力下降、定向力下
降等，“肝昏迷”其实只是肝性脑病中程度最
严重的一级。

肝性脑病的发生一般有诱发因素，比
如消化道出血、感染（腹膜炎、泌尿系感

染、肺炎等）、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一次
性大量进食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便秘、服用安
眠药物等。刘阿姨和王先生发生肝性脑病的
诱发因素应该是一次性吃了太多富含蛋白质
的食物。经过积极的药物治疗，刘阿姨很快
苏醒了，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回家继续休
养治疗。医生还为她开了适合肝硬化的营养
处方。

王先生的情况复杂一些，他在医院进行了
一系列检查，确诊为“肝昏迷”，同时合并腹水、
黄疸，病情较为严重，被立即收入我市第三中
心医院消化（肝病）科。王先生的主诊医生、市
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李隽副主任医师
介绍说，王先生患有慢性乙肝，原来一直正规
抗乙肝病毒治疗，后来自我感觉很好，又嫌总
取药麻烦，就自行停止治疗了。长期以来虽然
没有不适的感觉，但肝脏病情已经悄无声息地
进展到肝硬化失代偿期，肝功能不足以满足机
体正常需求。一段时间以来王先生肚子有点
变大，却总以为自己是中年发福，殊不知腹水
悄然已至。这次高蛋白饮食，加上不洁饮食后
腹泻导致腹水感染，加重了肝脏负担，最终引
起了“肝昏迷”。经过主诊医生仔细检查评估
积极治疗，第二天王先生终于清醒了，能正确
回答简单问题，也能认识家人了，全家人悬着
的心也终于落地了。住院治疗期间，治疗团队
向王先生讲解了慢性乙肝国内外治疗指南和
进展，即刻恢复乙肝抗病毒用药，积极控制

腹水感染，改善肝功能，降低血氨，王先生很
快带着变苗条的身材和白净的脸色出院
了。王先生和家人还给第三中心医院的治疗
团队送来了锦旗。

肝性脑病可以治愈

肝功差避免摄入过量蛋白

我国是肝病大国，慢性乙肝患者中有相当
一部分会发展为肝硬化，肝性脑病的发生也很
常见。李隽说，肝性脑病是肝功能衰竭的一个
特异性症状，也是肝病患者急诊入院的常见原
因之一。肝性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其按严重程度分为0至4级，轻度是性格、行为
有点轻微变化，除了患者亲近的人，其他人是
不易察觉的，严重的情况可发生昏迷。
“肝性脑病按发病原因可以分为ABC三种

类型，A型与急性肝衰竭相关，患者肝功能迅速
变差引发；B型为患者血流没经过肝脏解毒就
流向了心脏而致病；C型为有肝硬化基础，肝
功能虽没有迅速恶化，但是一直很差，稍有不
慎即可发病。”李隽说。她提醒肝功能较差的
慢性乙肝患者，预防肝性脑病要避免一次性进
食过量蛋白质、避免便秘等，这样可以减少来
自肠道有害物质如氨等的产生和吸收；需要适
当的营养支持，不要自行服用利尿药导致电解

质紊乱。医生会根据患者临床类型、不同诱因
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像王先生这样的病人有着明确诱因，治疗祛除
诱因后，肝功能储备功能良好，肝性脑病就可
以治愈。

蛋白量需个体化分析

适宜吃鸡蛋鸡肉猪肉豆制品

肝病患者蛋白质吃多了可能诱发肝性脑
病，像刘阿姨、王先生这样的患者以后还能不能
吃蛋白质了？张旭说当然能吃，但要科学地
吃。因为严格限制蛋白质饮食，会造成肌肉减
少、营养不良，更容易出现肝性脑病。但一次性
大量进食大鱼大肉这些高蛋白食物，是“毒”不
是“补”。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钱宝鑫医
生说，很多肝硬化患者都有低蛋白血症，低蛋白
血症可导致肝硬化患者反复出现胸、腹水及水
肿。一些患者就会刻意多吃高蛋白食物，但食
物中的蛋白成分首先要水解成氨基酸，进入肝
脏后，其中一部分再被肝脏利用来合成人血白
蛋白。所以此“蛋白”非彼“蛋白”，吃进去的蛋
白不能直接变成血里面的白蛋白。慢性肝病患
者进食较大量蛋白质类食物，一旦超过了肝脏
的代谢能力可能导致血氨升高，同时消化产生
的芳香族氨基酸增加，都有诱发和加重肝性脑
病的风险。

肝病患者如何吃又补蛋白又不给肝脏增
加负担呢？钱宝鑫说，日常的鸡蛋、鸡肉、猪肉
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足够满足肝硬化患
者的蛋白需求且容易消化吸收。猪肝除了含
有蛋白质，还富含血红素铁；酸奶除了含有蛋
白质成分，还可以帮助补充肠道益生菌；豆浆
等植物来源蛋白，富含支链氨基酸，不易诱发
肝性脑病，这些都适合肝病患者食用。坚果虽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维生素、微量元素，但质
地坚硬，有造成消化道出血的风险，要谨慎食
用。鹅肉、鸭肉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进食需注
意控制总量。要避免不遵医嘱自行挑选所谓
的“补品”，有可能适得其反。

钱宝鑫说，富含蛋白食物的种类选择及
食用量，需根据每个人肝功能的水平进行个体
化分析。对于肝脏代偿能力差、容易出现肝性
脑病的患者或者营养状态差的患者，可在医师
及营养师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剂。另外，单
次少食，多次分餐进食，尤其睡前及夜间加餐，
减少机体消耗，也是肝病患者补充蛋白质的有
效途径。

近日，胸科医院在我市率先应用胸腔镜完成一例心
脏主动脉疾病的微创手术。该手术为胸腔镜下升主动脉
人工血管置换及主动脉瓣成型术。与传统开胸手术相
比，该手术具有创伤小、不破坏胸骨完整性、出血少、美
观、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但目前国内能够完成该类手术
的医院较少，此次市胸科医院成功开展该项手术，使我市
心外科手术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标志着主动脉疾病的
外科治疗进入微创化时代。

据介绍，67岁的陈大爷因胸闷憋气住院，心脏超声检
查提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胸部CT提示患者升主动脉重
度扩张，随时有破裂死亡的风险，手术治疗迫在眉睫。但
患者及家属对传统的心脏外科开胸手术有畏惧心理，希望

手术切口尽量微创。
经过详细的术前检查及化验评估判定无手术禁忌

后，该院心外科姜楠主任医师带领团队多次进行术前讨
论，最终决定为患者实施微创胸腔镜下主动脉瓣成型修
复+主动脉窦部成型+升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手术。

据该院心外科赵丰主任医师介绍，胸腔镜技术应用于
先心病、二尖瓣、三尖瓣及主动脉瓣等手术，是近年来心脏
外科微创化趋势的发展结果。经过周密的准备，手术按计
划顺利实施，经股动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右侧肋间小口
作为手术主入路，胸腔镜下利用特殊器械完成主动脉瓣修
复、主动脉窦成型、升主动脉瘤切除及人工血管置换手术。
整个手术过程顺利，主切口仅6厘米。

术后患者很快脱离呼吸机并由ICU转回病房，术后
复查结果满意，现患者已顺利出院。

通讯员 屈志萍 宋雯娇

天津中医一附院日前开设更年期综合征多
学科特色门诊(MDT门诊)。该门诊汇集妇科、
心血管内科、心身科、内分泌科、骨科等多学科
专家联合出诊，对更年期综合征导致的月经紊
乱、烘热汗出、心悸失眠、烦躁易怒等症状进行
一站式、个性化、多学科综合诊治，并制定具有
中医药特色的个性化综合治疗方案，给予患者
中西药物治疗、中医外治疗法、饮食指导、体重
管理、心理疏导等多种治疗方法并建档随访。

通讯员 苏玉珂

更年期综合征

实现多学科综合诊疗

我市第二人民医院定期开展“云端把脉”多学科（MDT）远程会诊，为

疑难病例患者解“难题”。最近一次3例疑难病例的MDT远程会诊邀请

了解放军总院第五医学中心病理科、全军传染病研究所、我市第一中心医

院放射科介入中心的国内多位专家共同参与。 通讯员 陈鹏 徐亮 摄

专家提醒，肝病患者不要一次性摄入大量高蛋白食物。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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