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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被比喻为人
体的野化工厂冶袁是人
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
器官遥 爱护肝脏先要
管好自己的嘴袁 并牢
记两大法宝遥

法宝一院 饮食有
度遥 生活中酗酒袁摄入
过多高蛋白尧 高脂肪
食物容易导致酒精
肝尧脂肪肝遥 此外袁一
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也应该引起重视遥 比
如经常吃火锅也可能
会增加肝脏负担袁其
野麻冶野辣冶野烫冶 特性袁
对肝脏具有刺激性曰
此外袁 涮肉时不知不
觉吃下许多未煮熟的
肉袁 增加了肝的消化
负担遥

法宝二院 不乱吃
药遥 三十出头的张女
士因不满日渐花白的
头发袁 自己购买何首
乌生吃袁 令她意外的
是头发没变黑袁 整个人却变黄了遥
咨询医生后袁她才得知是乱吃何首
乌后产生的药物副作用袁更让她目
瞪口呆的是袁她被诊断得了药物性
肝炎遥 生活中常有一些人袁十分迷
信保健品所谓的野调理冶功效袁热衷
壮阳药尧减肥药尧美容药尧补药等袁
殊不知袁野是药三分毒冶袁野调理冶的
结果是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对人体
产生了副作用 袁 直接伤及了肝
脏遥

专家表示袁近些年袁滥用药物引
起的肝脏损伤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袁
尤其是滥用抗生素尧保健品等遥因此
在不明药理尧 药性的情况下千万别
胡乱吃药遥

当我们的肝脏有异常时袁它会
主动发出诸如身体感到疲乏无力尧
肝区有疼痛尧出现肝掌等信号遥 肝
脏释放出这一系列的预警信号其
实在提示我们要有防范和治疗措
施了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去医院检
查肝功能遥 但在检查中袁1耀2 次肝
功能检查中转氨酶偏高还不能确
定肝脏有了问题袁还需要持续的检
查遥 刘芳

临床工作中袁 经常有患者咨询我
一些血脂的问题袁 现总结出大家最关
心的几个袁给出具体解答遥

1.血液黏稠就是血脂高吗钥
解答院 血液黏稠是老百姓对血脂

增高的俗称遥 然而临床上并没有血液
黏稠这个诊断遥 与其类似的概念是血
液黏滞度袁 是一个反映血液流变学的
指标袁主要与血液中红细胞尧血小板数
量和变形能力有关遥

2援瘦人不易得高血脂吗钥 高血脂
都是吃出来的吗钥

解答院血脂中的甘油三酯大部分
是从饮食中获得的遥 当进食大量脂
肪类食物后袁体内甘油三酯水平明显
升高曰 如进食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袁尤
其是加工精细的粮食袁也会引起血糖
升高袁继而合成更多的甘油三酯遥 因
此体形胖的人血脂更容易高袁因为他
们相对食欲好尧 摄入多而运动消耗
少遥

但瘦人并不是一定血脂不高袁血
脂中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内源性生
成袁 所以胆固醇的升高并不完全与饮
食有关袁 也与人的基因和个体差异有
很大关系遥瘦人即使摄入不多袁而自身
合成多的话也会造成血脂升高袁 特别
是胆固醇升高遥 所以说高血脂也并不
完全是吃出来的袁 也与基因和个体差
异有关遥

3援吃保健品能调脂吗钥
解答院保健品不同于药品袁没有明

确的降脂作用遥 更多的可能是对正常
人的预防作用遥 因此袁当血脂增高时袁

还是应该遵照医嘱服用有明确降脂作
用的药物遥而对于降脂药物的副作用袁
大家不用过分担心遥 只要在医生指导
下服用袁并定期监测相关指标袁就能安
全服用遥

4援不同人群的降脂标准一样吗钥
解答院 我们在化验单上所看到的

正常值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袁而是针
对正常人群袁也就是没有吸烟尧肥胖
等冠心病危险因素袁 没有高血压尧糖
尿病尧脑血管病的人群遥 而对于已经
存在上述疾病的人群袁这样的正常值
显然就不再适用遥 而是要根据具体情
况袁依照疾病的危险分层来确定血脂
控制目标遥 例如对于一个 70 岁的男
性冠心病患者袁放过支架袁合并有糖
尿病袁就属于极高危人群袁虽然他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 2.9 毫摩尔/
升袁在化验单的野正常值冶范围内袁但
对于他来说袁未来 10年发生心血管事

件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袁所以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指标应控制在 2.0 毫摩
尔/升以下袁远远低于化验单上标注的
正常值遥

5.烟民的降脂标准为何更严格钥
解答院 由于吸烟是冠心病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袁 而降脂标准是根据冠
心病的危险分层来制订的遥 危险因素
越多袁患冠心病的可能性越大袁因此袁
降脂要求也越严格遥

6援血脂正常后多久能停药钥
解答院 对于只是血脂高而没有其

他危险因素的正常人袁 服用降脂药物
在血脂正常后袁在坚持合理膳食袁适当
运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可以停
一段时间降脂药物袁 定期复查血脂指
标遥 而对于已经有冠心病尧糖尿病尧脑
血管病或同时有高血压尧吸烟尧肥胖等
多个危险因素的人来说袁 需要终身服
用降脂药遥 陈立颖

早发现早治疗袁效果好
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袁 胃肠病的

早期症状都不典型遥 最常见的症状是
浮躁尧恶心尧早饱尧嗳气袁有的人可能有
腹痛袁甚至夜间疼痛尧泛酸等遥 需要注
意的是袁 很多胃病早期症状都是相互
重叠的袁 很难单从一两个症状来判定
是什么病袁只有通过相应的检查袁才能
明确分辨它是普通的胃炎尧 消化性溃
疡袁还是其他一些恶性疾病遥

如果症状持续时间短袁 在消除了
相关的诱因后袁 症状就减轻或者消失
了袁一般来说影响不大袁但如果症状持
续时间较长袁连续 1~2周袁又有逐渐加
重的趋势袁那么最好还是到医院诊治遥
不要把胃不舒服简单地归结为消化问
题袁比如饭后感觉腹胀袁或偶尔胃不舒
服袁就吃点健胃消食片袁胃疼发作的时
候就吃止痛片袁这些都不可取遥

据统计袁 我国患胃癌的人数占全
世界总患病人数的 42%以上袁 其中只
有 10%是早期发现的袁 大多数胃癌患
者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进展期或晚
期遥 进展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大概有
20%左右袁 此时治疗方法就比较局限
了遥 进展期胃癌袁 如果能切除病灶的
话袁手术可能是最理想的选择袁但对于
出现转移尧其他并发症袁或是有基础病
的患者袁不一定适合手术治疗遥 因此袁
最重要的就是早发现尧早治疗遥要早期
发现胃癌这样的重大疾病袁 需要患者
养成不舒适就去看医生的意识遥

三分在治疗袁七分靠调养
对于胃病的预防袁 首先应该保证

规律的饮食遥上班族时间紧张袁经常早
饭不吃袁午餐凑合袁晚上大吃袁其实正
确的做法应该是野早饭要吃好尧中午要
吃饱尧晚上要吃少冶遥 因为胃肠经过一
晚的休息后袁 要面对一天的学习和工
作袁早饭吃好了袁有利于保证一天的能
量曰中午要吃饱袁是因为经过了上午的
工作袁全身都需要一个能量的补充曰而
晚饭后大部分人不会做剧烈的运动袁
要准备进入睡眠状态袁 所以晚饭尽量
不要吃得过饱袁 尤其不要吃过多的高
脂肪尧高蛋白尧难消化的食物袁尽量以
清淡为主袁三餐定时定量袁以温尧软尧
淡尧素尧鲜为宜袁最好细嚼慢咽袁忌暴饮
暴食遥

其次袁应科学减肥遥减肥是年轻人
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袁 很多人减肥期
吃得很少袁恢复正常吃饭后袁只要吃多
一点胃就会觉得难受遥 因为胃有一个
叫容受性舒张的生理状态袁 食物进到
胃里后袁会发生一种扩张性的反应袁来
承载这种食物袁并进一步消化和吸收袁
如果长期摄食量很少袁 胃的容受性舒
张功能就减弱了袁 再恢复到正常饮食
后袁胃腔就不能适应这种转变袁所以会
感到不舒服遥 生活中很多年轻人减肥
坚持不了两天袁又开始胡吃海喝袁长期
这样反复折腾袁胃会很受伤遥建议大家
通过健康的方式减肥袁比如增加锻炼袁
不要单纯通过节食来减肥遥另外袁每天

的饮食种类要丰富袁 食量不要忽大忽
小遥

再者袁 一旦出现胃部不适要及时
就医遥相关检查包括胃镜尧上消化道造
影等遥 这两者对于胃病的诊断都非常
重要袁 在以往内镜技术不是特别普及
的时候袁更多的是选择做造影检查袁因
为造影本身没有痛苦袁 但是需要照 X
线袁而一些特殊的患者袁比如某些血液
系统疾病患者或准备妊娠的女性等袁
不适合照 X线遥胃镜不存在这些问题袁
它是直视下的检查袁 又可以在内镜下
取活检袁所以相对来讲袁目前内镜的优
势更多一些袁也更加普及遥 此外袁对于
症状比较轻尧病程比较短的患者袁可以
优先选择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查袁 因为
它是目前最常见的引起胃病的病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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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如何打好“护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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