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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介绍

特色专科

专家谈病

病毒性肝炎是我国主要的传染
病，不仅影响病人个体的身心健康，
也曾经常引起周边人的恐慌。其实

“谈肝变色”大可不必，由于医疗技
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传染性
肝炎逐渐减少，而非传染性的肝炎，
如酒精性肝炎、脂肪性肝炎、药物性
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发病率在逐
步增加。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却有很多误区，很多人对传染性肝炎
感到恐惧、害怕，而对非传染性肝炎
无所谓。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
脂肪肝、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
的患者越来越多，这三类肝病为行为
病，即病人的行为引起疾病发生、疾
病进展，治疗的过程中需要病人的行
为配合才能取得确切疗效的疾病。
这类疾病诊断大多不困难，但治疗过
程常有波折，原因在于病人认识不到
位，依从性差。例如，脂肪肝病人，

甚至一些非肝病科的医师对脂肪肝
的认识存在下列误区：①脂肪肝不是
病；②脂肪肝是胖人才得的病；③脂
肪肝只要注意节食、减肥就行；④脂
肪肝预后良好，治不治无所谓；⑤转
氨酶正常的脂肪肝无需治疗等等。
而自身免疫性肝病、代谢性肝病等为
肝脏疾病中的少见种类，这类疾病虽
然少见，但是常较隐蔽，疾病的早中
期不宜发现，而到了疾病的晚期则难
以治疗。

正因为民众对这类肝病的认识
不足，导致了治疗的难度大、病情易
反复，为了克服这类疾病的诊治难
题，造福常州一方百姓，市三院非传
染性肝病科从人员培训、诊断技术
引进、治疗方案拓展、业务科研交流
等多管齐下，打造出一支能诊断、善
治疗、讲协作的专业团队，从专业的
疾病诊治和细心的患者管理两方面
入手构建长效的亦患亦友的工作机
制。专业的疾病诊治方面做到明确
病因、疾病的严重程度、可能的并发
症和伴发病的诊断，采取国内外具
有询证依据的科学治疗方案并个体

化治疗。对于疑难的肝病病人，病
区主任张锁才总是叮嘱：了解病情
和病人交谈要耐心、检查病人要细
心、考虑诊断要“疑”心、制定治疗方
案要专心。患者管理方面，以细心
为主线，除了住院/门诊期间对患者
进行疾病知识普及、疾病危害讲解

外，还根据慢病管理的理念制定了
患者管理手册，会依据疾病的发展
规律进行长期的电话回访、督促患
者远离有害的行为、坚持接受科学
的治疗——最终达到医患携手共同
战胜这类行为病。

李文坚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身材是不
少爱美人士的追求。但怎样让自己长
出一身好看的肌肉而不是肥肉？除了
锻炼，不少人认为，蛋白质可以帮上大
忙。但实际上一味补充蛋白质，有可能
影响肝肾功能，加速钙质流失。

蛋白质为什么重要？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既
是构成组织和细胞的基本材料，又与各
种形式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机体的
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都依赖于蛋白质
的不同形式得以正常进行。蛋白质占
人体重量的16%-20%，即一个60kg重
的成年人其体内约有蛋白质 9.6kg-
12kg。

市一院营养科医生沙琦介绍，蛋白
质的基本单位是氨基酸。自然界中有
300多种氨基酸，但是构成人体蛋白质
的氨基酸只有21种，其中有9种人体不
能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能满足机体需
要，必须由食物来提供的氨基酸，称之
为必需氨基酸。

蛋白质的食物来源可分为植物性
与动物性两大类，在我们的食物选择范

围中，通常会建议优选优质蛋白质，即
那些必需氨基酸含量丰富、构成合理，
在体内利用率高的那些蛋白质，如动物
蛋白质中的蛋、奶、肉、鱼等以及大豆蛋
白质。

蛋白质与长肌肉划等号么？

沙琦说，肌肉锻炼的过程中需要蛋
白质的参与，但肌肉真不是吃蛋白质吃
出来的。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2013 版）所示：我国成人蛋白质
的推荐摄入量为1g/kg.d，蛋白质在总
能量供应当中的合理比例为 10%-
15%。“举个例子，如果成年男性一天需
要约2000kcal（约 8360KJ）能量的话，
那么膳食中的蛋白质应当给他供应
200-300kcal（约 836-1254KJ）热量。
按照一克蛋白质供能约16.7KJ来算，
那么他每天应该吃50-75克左右的蛋
白质。如果需要进行肌肉锻炼，则需额
外增加一部分蛋白质，每天约摄入100
克已经足够。”

“过多的动物蛋白质摄入必然会
带来动物脂肪与胆固醇的过量摄入，
增加身体的负担。”沙琦说，作为三大
产能营养素的成员之一，过量摄入蛋
白质后，多余的氨基酸将会合成葡萄
糖与脂肪，尽管蛋白质合成为脂肪的

速度比较缓慢，但过多的蛋白质最终
会增加脂肪，进而增加体重，这也是一
部分长期吃高蛋白食物的人无法减肥
的原因之一。

其次，通常蛋白质不能在体内储
存，必须将过多的蛋白质脱氨基分解，
通过尿液等排出体外，过程中需要大量
水分，会增加肾脏负担，最终影响和伤
害身体健康。另外，大量动物蛋白摄
入，会造成含硫氨基酸摄入过量，加速
骨骼中钙质流失。

蛋白质怎么补才科学？

蛋白质需要科学补充：补充蛋白质
应当在保证膳食平衡的基础上，优先选
择吃优质蛋白质来源的食物。

不少人认为，饮食中的蛋白质不
够，想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应当适量补充
一些蛋白粉。但沙琦解释，事实上，蛋
白粉对于没有因蛋白质缺乏造成营养
不良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作
用，正常的饮食完全可以供给人足够的
蛋白质。

如果肌肉训练的强度达到健美训
练的程度，适当补充蛋白粉是可以的，
如果达不到，则没有补充蛋白粉的必
要，否则只会让多余的蛋白质成为脂肪
囤积起来。

丁敏 周茜

张子前是市七院儿科副主任，他
数十年如一日，心系患儿，得到了患儿
家长广泛认可及赞誉，2016年被评为
常州市第二届“医德之星”。

为水族儿童，他细致入微

市七院地处常州东部经济开发
区，辖区内流动人口较多，水族等少数
民族同胞也较为集中。与水族儿童沟
通，同是爸爸的张子前很有一套，一会
儿学动物叫、一会儿模仿喜洋洋，总能
让哇哇大哭的水族儿童破涕为笑。一
次，张子前在查房时，看到一个生活贫
困的儿童看邻床孩子用复读机时求知

若渴的眼神，他记在心里，自费买了一
台复读机给他。后来，小孩的家长特
意送来锦旗，“家一样的温暖，亲人般
的呵护”是患儿对他这位“有心叔叔”
的肯定。

救治弃婴，他毫不犹豫

去年9月，医院新生儿科收治了
一名病重的弃婴，没有家属，也没有任
何缴费，张子前负责的新生儿科还是
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立即进行抢
救。在连续72个小时的救治过程中，
张子前几乎吃住在科室，经过全科人
员的共同努力，孩子终于得救了。这
位幸运的小婴儿在我院新生儿科住了
一个半月，也从刚出生时候的“小瘦
子”变成了白胖胖的“大小子”。后来
经过医院多方位的努力，孩子的父母

终于来院把他接回了家，救治弃婴划
上了圆满的句号，成为了一桩美事。

快速诊断，他果断严谨

今年的正月初一下午，一位老奶
奶带着小孙子来到了张子前面前，小
朋友才15个月，刚会走路，还不会说
话。老奶奶说这孩子今天不乖，总是
一会哭，一会闹，吃得少。张子前给
患儿做了体格检查，并没有发现患儿

的阳性体征，但是职业的敏感让他觉
得没那么简单，于是他让老奶奶仔细
回想孩子今天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
老奶奶这才想起来说：“这孩子哭闹
时就要蹲下来”。张子前意识到患儿
可能患的是肠套叠，于是立即检查B
超，确诊了患儿得的是肠套叠。由于
及时诊断及时治疗，避免了小孩肠管
坏死。

潘燕华

因为是老年科医生，又开着记忆
障碍门诊，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什么是
老年痴呆。事实上，老年期痴呆是一
个大的概念，其中阿尔茨海默病，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性痴呆”占
59%。

阿尔茨海默病一般发生在65岁
以后，起病不易察觉，最早期往往以
逐渐加重的健忘开始，就是记不起发
生过的事，即使经反复提醒也回忆不
起来，思维越来越迟钝，语言越来越
贫乏，缺乏幽默感。有的家属会说我
爸爸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得，怎么会
是老年性痴呆啊？其实早期病人是

近期记忆力差，远期记忆力仍然有所
保留。这时你可以问一下今天是那
一年、哪个月、几号、星期几，如果他
回答说“我又不记这些事情”，其实是
他不记得了，用这些语言来回避，那
可能就有问题了。尤其是文化程度
比较高的老人，一旦计算能力、书写
能力下降明显，或使用电器能力下
降，都是认知能力下降的表现，需要
与老化区分开来。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渐进的老
化过程，患者不仅记忆力衰退，而且
会伴随出现多种病态症状，对周围的
环境丧失判别能力。主要表现为饮
食减少、体重减轻，大部分中重度患
者有营养不良。部分患者白天睡觉，
晚上吵闹，有的患者夜晚四处游走，
反复搬移物品，反复收拾衣物，有的

患者表现为活动减少、呆坐。严重的
出现幻觉，如看见死去的亲人，经常
因为找不到东西而怀疑别人偷了自
己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会逐渐加
重，病人如果有其他疾病突然发生
或更换生活环境，短期内将加重认
知功能减退，所以家属非常不理

解，说以前病人还会自己吃饭、穿
衣、大小便，到了医院反而什么也
不会了。

对于老年性痴呆，目前尚无治愈
的方法。治疗的目的是改善和提高躯
体功能，延缓疾病进展，使病人尽可能
保留生活自理能力，让患者有尊严地
生活。

本报讯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家
住青龙的王女士迎来最大的一份礼物
——三胞胎（两男一女）平安降生，三
个宝宝都超过4斤，十分健康可爱。这
也是武进人民医院南院接产的首例三
胞胎。

据该院妇产科主任施莉英介绍，
32岁的王女士此次是第二胎，并且是
自然怀孕。自从得知是三胞胎后，王
女士一直坚持按时产检，做好产前控

制。孕满35周+3的时候，王女士便住
院待产。

14日凌晨一点半，王女士发生阵
痛，这可忙坏了南院产科的医护人
员。经过大家的努力，三个宝宝一个
接一个地顺利出生。老大和老二都是
男孩，体重分别是2300克、2250克，最
小的妹妹重2050克。

王女士产后恢复良好，目前已经
出院。 （周洁 周茜）

本报讯 “他还可以康复！请大
家伸出友爱的手，帮帮已瘫痪卧床两
年多的年轻人王琪！”今年5月，一条本
地求助帖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记者昨
天从德安医院了解到，在该院康复近4
个月后，王琪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床上
翻身、靠床坐起及刷牙、洗脸、进食，并
可穿脱部分衣服，这对于完全性脊髓
损伤的他来讲实属不易。

王琪今年24岁，两年前因肺结核
致颈部脊椎寒性脓肿，病灶逐渐侵犯
脊髓神经导致颈部及双上肢麻木，当
时被告知如不手术仅剩半年寿命，但
手术后有很大可能全身瘫痪。为保
命，家人选择手术，术后王琪高位瘫
痪，因家庭经济拮据，只能回家休养。
由于错过在医院康复的最佳时期，尽
管家属细心照料，长期卧床的王琪全
身没有任何压疮，但毕竟脊髓损伤，全
身除了两只手臂可以部分活动，胸部
以下及下肢完全不能动弹，也没有知
觉，大小便不能自理，甚至伴随双下肢
肌张力异常增高、肌肉逐渐萎缩等，护
理难度也随之增大。

了解到王琪的情况后，德安医院
骨与关节康复科主任何俊第一时间联
系了王琪家属，并赶到其家中进行康
复评估。何俊觉得王琪还年轻，现在
康复技术和设备日趋先进，加上多方
面社会资源的帮助，还是有康复希望
的。目前德安医院和江苏人民医院合
作，强大的专家团队会给王琪最好的
治疗，各方面都会给予最大照顾。虽
然脊髓损伤治愈仍然是一个国际难
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康复训练对病患
的预后起着积极作用。

何俊的到来，让王琪及家人对康
复重燃希望。5月23日上午，何俊进
入德安医院骨与关节康复科接受系统
的康复训练。主治医生谈雪梅介绍，4
个月来，王琪通过药物治疗、神经阻滞
技术、双下肢牵伸训练来降低双下肢
肌张力，同时进行双上肢肌力提高训
练、躯干牵伸训练、上肢与躯干控制训
练、翻身训练及手功能康复指导增强
残存肌力，以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
力。此外，他还接受了神经源性膀胱
治疗，包括膀胱容量测定、清洁间歇导
尿及药物治疗等，护士为其精心制定
了个体化的饮水、导尿计划，并每日详
细记录导尿日志。治疗过程中，医护
人员时常关注王琪的心理变化，定期
为其做心理辅导。

据悉，王琪家属已经订购了一台
电动轮椅，该轮椅是骨与关节康复科
联系厂家特地为王琪量身定做的，在
不久的将来，王琪就能独立操控电动
轮椅，进行远距离出行。（德宣 周茜）

多吃蛋白质就能长肌肉吗？

训练程度不够只会让多余的蛋白质成为脂肪
真假坊间言

正确认识非传染性肝病

市三院非传染性肝病科（十八
病区）属江苏省重点临床专科——
常州三院肝病科的第一个肝脏疾
病精细化二级分科，致力于自身免
疫 性 肝 病 、药 物 性 肝 损 伤 、脂 肪
肝、酒精性肝病、代谢性肝病为主
的非传染性肝病的临床、理论与基
础进行深入研究，提供精准的诊
疗。科室拥有主任医师 4 名，副主
任医师 3 名，医学硕士 2 名，是一
支诊治理念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
医疗团队。

科 室 年 收 治 住 院 病 人 700 余
例，每年开展肝活组织检查等特殊
的检查项目明确诊断疑难的慢性
肝病数十例。通过规范化、个体化
治疗，取得卓著疗效，诊治自身免
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自身免疫
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脂肪肝、酒
精性肝病、代谢性肝病、肝功能衰
竭、肝硬化等优势明显，逐步形成
独特的专科治疗体系，在省内外享
有较高声誉。

浅谈老年痴呆那些事

钱珂 市一院干部三科主任，主
任医师，副教授。江苏省医学会老年
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学会老
年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全科
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
疏松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全科医学

分会委员，常州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撰写论文15篇，SCI论
文2篇，参与市级以上课题6项，从事
老年医学工作 13 年，建立常州市首
家记忆障碍门诊、骨质疏松症门诊、
老年科门诊。每周一全天门诊。

誓 言 无 声

张子前 市七院九病区（儿科/新
生儿科）副主任，儿科主治医师，毕业
于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医学专业。曾在
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新生

儿科进修学习，从事临床工作 10 余
年，善于诊治多种儿科常见病、多发
病，尤其擅长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消化
系统疾病及新生儿疾病的诊治。

武进医院南院

首例三胞胎平安降生

因完全性脊髓损伤高位瘫痪在床的他

康复4个月后生活已能半自理

杏林撷英

输血安全吗？输血安全问题是全
社会关注的问题。临床输血是“从血管
到血管”的过程，此过程通过采供血机
构工作人员、临床医生、临床护士、输血
技术人员等共同来完成，保证临床输血
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质量，加强管理
和监督，从而提高临床输血水平。

目前常州血站严格控制血液制品
质量，献血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在低危
人群中招募献血市民，市民采血前进
行严格的血液初筛，合格后才能献
血。所有接触人体和血液的材料均为
符合国家标准的一次性材料。采集后
的血液，要进一步进行血型、丙氨酸氨
基 转 移 酶（ALT）、乙 型 肝 炎 病 毒
（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梅毒螺
旋体（TP）、艾滋病病毒（HIV）等检测，
对于 HBV、HCV、HIV 的检测，用
ELISA方法和核酸方法进行二次检

测，大大缩短了窗口期，目前输血传染
疾病的安全系数可达五十万分子一。
另外，血液制品通过去白细胞、洗涤、
辐照等技术进行处理，减少了临床输
血反应。在血液的运输过程中，严格
执行冷链规范制度，保证血液质量。

临床医生积极提倡自体输血，成
分输血，熟悉各种血液成分制品的特
性，结合患者病情，严格掌握输血指
征，尽量做到不输血、少输血，避免“人
情血”“营养血”，提高输血的安全性有
效性。医院输血科工作人员严格血液
交叉配血、核对、发放等过程。临床护
士在输血过程中进行严格核对，避免
输错血，保证输血的正确性。

采、检、制、供、运、用等每一个环
节都非常重要，只有认真细致的工作，
才能确保从血管到血管的安全过程，
保障临床输血安全。 许飞

如何保障临床输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