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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酒精性肝病的诊治和预防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锁才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
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酒类饮料的产量
和消费量迅速上升，人群中嗜酒者的数
量也有明显增加，与过量饮酒直接相关
的 酒 精 性 肝 病 （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在我国，乙醇
（酒精）已成为导致肝脏损害的第二大原
因，仅次于肝炎病毒。酒精性肝病的流行
病学、易感因素、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等
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

国内多地的流行病学调查提示酒
精性肝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与西
方国家的ALD发病形式主要以酒精性
脂肪肝为主具有明显的差别，我国
ALD主要以酒精性肝炎为主，其原因
可能与两者的遗传背景、饮食习惯和生
活方式不同有关。随着基因研究技术的
进步，酒精性肝病的遗传危险因素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识。国内外多项
对照基因研究表明，遗传变异与嗜酒、
酒精代谢酶及酒精性肝病存在生种关
联，从而确定了遗传因素在酒精性肝病
进展中的重要作用。既然遗传不可能改
变，那么唯一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的
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与酒精性肝损害紧密相关的因素有

每日酒精摄入量、饮酒年限、肥胖体质。
一般认为女性能喝酒，其实恰恰相反，女
性对酒精的肝毒性更敏感，与男性相比，
更小剂量和更短的饮酒期限就可能出现
更重的酒精性肝病。影响酒精性肝损伤
进展或加重的因素还包括：饮酒方式、肝
炎病毒感染、营养状况等，空腹饮酒较伴
有进餐的饮酒方式更易造成肝损伤，肝
炎病毒感染与酒精对肝脏损害起协同作
用，在肝炎病毒感染基础上饮酒，或在酒
精性肝病基础上并发乙肝或丙肝病毒感

染，都可加速肝病的发生和发展。营养不
良或不均衡者更易患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的临床表现
酒精性肝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

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
和肝硬化。早期可无任何不适，仅在体检
时发现肝功能异常，较重时可表现为恶
心、呕吐、黄疸、肝区不适和压痛。发展到
肝硬化则易并发上消化道出血、腹水腹
膜炎、肝衰竭、肝昏迷从而危及生命。值
得注意的是，短期大量酗酒时可出现广
泛肝细胞坏死、诱发肝功能衰竭。

酒精性肝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
普遍存在营养不良，其主要特点是：蛋
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多种营养素特别
是维生素缺乏和代谢状态的改变。另
外，研究还发现：嗜酒者和酒精性肝病
患者血清雄性激素睾酮的水平普遍降
低，说明慢性酒精中毒对男性睾丸功能
有相当的影响。

除了上述症状及彩超或 CT检查
外，诊断酒精性肝病还依据：有超过5
年的饮酒史，每天饮酒折合酒精量男
性≥40g，女性≥20 g，或2周内有大
量饮酒史。酒精量(g)换算公式=饮酒量
(m1)×乙醇含量 (%)×0.8。化验检查：
AST、ALT、GGT、胆红素、凝血酶原时
间(PT)等肝功能指标异常。血常规检查，
白细胞可明显升高，这与酒精性肝炎相
关，容易与细菌感染相混淆。值得庆幸的
是戒酒后这些指标有可能明显好转。

酒精性肝病的治疗
治疗原则：戒酒和针对性地加强

营养，预防和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及其
并发症。

1、戒酒 戒酒是治疗酒精性肝病
的首要措施，必须注意防治戒酒过程中
出现的戒断综合征，戒断综合征包括四
肢抖动、出汗、抽搐甚至癫痫样发作。

2、营养支持 应提供优质蛋白，低
脂饮食，并补充维生素B、维生素C、维
生素K及叶酸。

3、其它保肝药物治疗，严重时则予
糖皮质激素治疗。

4、终末期肝硬化可考虑肝移植，但
要求患者肝移植前戒酒3-6个月，并且
无其它脏器的严重酒精性损害。

酒精性肝病的预防
戒酒是预防酒精性肝病最有效的措

施，或者至少控制饮酒量；再者，尽量避
免短期内大量饮酒和空腹饮酒。更不能
依赖所谓的解酒药。因为肝脏是酒精代
谢、降解的主要场所，并且酒精对肝脏有
直接毒性作用。

某患者，40多岁，酒量大性格豪爽，
在家时虽然不独自饮酒，但平时应酬多，
酒桌上总是推杯换盏，虽然李先生饮用
的多为高档白酒，但多年下来，他仍出现
了酒精性肝炎的表现：有时胃口较差、容
易疲劳、右上腹部疼痛，手掌大小鱼际、
指端发红(肝掌发红)。2012年5月连续
几日大量饮酒后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肝脏
损伤，全身发黄，化验显示胆红素
190umol/L(正常 <22umol/L)、转氨酶
1600U/L(正常人＜40U/L)，经过积极治
疗，病情终于得到控制，并且坚持戒酒至
今，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张锁才，主任医师，常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肝脏保健科主任，擅长各

型肝炎、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脂肪肝（高血脂）、药物

性肝炎等疾病的诊治，发表中华级、

国家级、省级论文 10余篇，《柔肝降

脂胶囊治疗脂肪肝的临床研究》获

常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关爱儿童健康成长
常州市儿童医院儿童健康研究中心 陈琳

目前，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儿童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却往往不知道该怎
么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心理问题。为孩子
补充大量营养品时，常忽略补充“心理营
养素”。在解除孩子病痛时，却忽略了心
理问题；在解决孩子的问题时，却不明白
自己存在的问题；想让孩子更聪明，又不
知用何种方式进行培养。

儿童时期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有：
学习困难，厌学症，焦虑，恐怖和失眠，人
际关系差，自我评价低，多动症伴心理行
为问题等。

学习困难
1、缺乏自信心：退缩、感觉挫折、不

想再继续某一件事情或某一活动，甚至
在社会压力下，变得孤僻、内向。

2、专注力不足：无法专注于手边的
事物，不自觉地让思绪飘远，容易分心，
常常逃避需要用心思考或集中注意力的
工作；

3、阅读书写困难：需要去猜很多字
词、文章的意思；将字看反或颠倒，很容
易跳行或漏字；必须用手指指着每一个
字来阅读;书写时会尽可能地将字简化
或字体潦草……
从学习困难表现综合分析，孩子可

能被诊断鉴定为或疑似“读写障碍、多动
症、感觉统合失调”，这些症状都有共同
表现。

厌学症
视学习为负担，当做一件痛苦的事，

经常逃学或旷课，严重的会辍学。造成厌
学症的原因很多，有家庭和学校教育的
失误，家长期望过高，不当的教育方法，
教师态度生硬等。

焦虑
食欲低落，无端哭闹，对陌生环境反

应敏感而担心害怕，甚至恐惶不安，常担
心被别人嘲笑，对日常一些微不足道的
小事也显得过分焦虑等。

恐怖和失眠
对某些事物或情景产生惧怕和逃离

的心情，如怕打雷闪电，极度紧张，对没
有危险的东西也常感害怕。入睡困难，睡
中不时惊醒，白天精力不足，情绪不稳。

人际关系差
有交流障碍，对人漠不关心，缺乏同

情心，猜疑、嫉妒及退缩现象，常与人格
格不入，没有融洽的人际关系。

自我评价低
有些孩子性格孤僻，如老师和同学再

对他们冷漠，就会更感孤独和不安，自信心
不足，会产生不良情绪甚至厌世情绪。

多动症伴心理行为问题
1、多动：好动，注意力不集中，情绪

波动大，自我控制能力差，学习受到严重
影响。

2、对立违抗障碍：经常争吵、对抗，
不服从，干扰他人，好发脾气，怨恨，责怪
他人，说谎。
3、品行障碍：整日东奔西跑，攻击性

强，经常搞恶作剧，喜欢讽刺挖苦别人。
对美好的物品毫不爱惜，摔打成为癖好，
表现出攻击性。
作为家长要学会区分哪些是真正的

心理问题，哪些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表
现。暑期家长和孩子亲密接触时间较多，
是干预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绝佳时机。
如孩子有类似表现，建议及时去医院就
诊，通过针对性治疗，将会改善孩子的学
习力、注意力、记忆力、智力等综合能力。
儿童健康研究中心“儿童心理行为

关爱周”活动
时间：2014年 7月 14日 -7月

19日
地点：常州市儿童医院2号楼三楼

儿童健康研究中心

面对波光粼粼的大海，你或许会忽略
一滴水珠的作用，但正是这些水珠折射的
七彩光芒，才会有波光粼粼的大海。在我
们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就有一名这样的
主治医师刘华联，他孜孜不倦，奉献在异
国他乡———非洲桑给巴尔。他是援非医疗
队中最年轻的队员，他在口腔医生这个平
凡岗位上，用心对待每一位非洲当地病
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青春。

不仅整天忙于救治病人，刘华联还
接到了负责口腔科教学的 MNAZI
MMOJA医院口腔科副主任 MZEE
的邀请，去他所执教的 Collegeof
HealthSciencesZanzibar授课，讲
解口腔面部肿瘤、囊肿及颞下颌关节病
的诊断治疗，开始了他在桑给巴尔的口
腔教学生涯。College ofHealth
SciencesZanzibar是全桑给巴尔最大
的医学类院校，也是桑给巴尔唯一培养
口腔科医生的大学，一届招收 8-12名
学生，毕业后实行分配制度，就职于桑
给巴尔各级医院口腔科。因为教学时间
短（共三年），师资力量匮缺，之前口腔
颌面外科的教学主要集中在牙槽外科
及颌面外伤、感染上。至于口腔颌面部
肿瘤，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教师，一般
是一节课简单说一下就算过去了。用
MZEE主任的话说：“在桑给巴尔，你
是唯一一名颌面外科医生，口腔肿瘤这
一课由你来上再合适不过了”。“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培养一支带不走的
医疗队，是援外医疗队一直倡导的。临
床带教之外，走进大学，以教学的方式
来培养当地医学人才，进而提高当地的
口腔医疗卫生水平，这也算是一种“授
人以渔”的方式的尝试。此外，刘华联还
参与编写桑给巴尔《口腔医学诊断与治
疗》教程，受到当地负责教学的主任及

医生的一致好评。
刘华联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年轻的

口腔医务工作者，如一滴水般融化在医
生的海洋里。但正是这样一颗默默的小
水滴，却用无声的行动，在异国折射出了
白衣天使的七彩光芒，展示了中国口腔
医生的魅力！

顾敏

教 学 相 长 在 异 国

近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下达
了 2014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市一院泌尿外科许贤林博士申
报的《老年导致的表观遗传学修饰
酶的变化在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
进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药剂科
虞兴博士申报的《ERα/IGF-IR交

叉对话介导木通皂苷 D抗阿尔茨
海默病作用的研究》、心内科赵蓉博
士申报的《SMOC1基因对人主动
脉瓣钙化过程中血管新生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获得了江苏省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

王智刚

市一院获得三项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近日，江苏省卫生厅公布江苏
省新技术引进奖名单，常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获新技术引进奖两项。分
别 是 骨 科 徐 南 伟 主 任 申 报 的
“In-space棘突间撑开系统治疗腰
椎退变性疾病”、眼科卢国华主任申
报的“三点悬吊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植入术的临床应用”。

腰椎退行性疾病是引起下腰疼
最常见的原因，常规治疗方法脊柱融
合术使相应脊柱节段运动功能丧失，
从而加速退变。非融合动态固定，尤
其是In-space棘突间稳定系统创伤

小、出血量少，能有效缓解了由腰椎
的过度背伸活动所引发的下腰痛，有
满意的临床疗效。
人工晶体悬吊手术主要应用于

眼科无足够囊膜支撑的无晶状体眼
的屈光矫正，传统晶体悬吊手术通
过两点固定，常存在偏心、旋转、脱
位等情况。本新技术应用的人工晶
状体具备三个支撑襻，襻中偏周边
具有三个孔洞可供缝线穿过，通过
较小的切口植入眼内，成本低，组
织相容性好。

章晨焱

市二院荣获
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两项

近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下达
2014年省级条件建设与民生科技专
项，资助全省申报的临床医学科技专
项，市一院杨伊林教授负责的《急性
缺血性卒中的规范化诊疗及基础应
用研究》、吴昌平教授负责的《胃癌的
规范化诊疗研究》、张汝芝教授负责
的《非培养自体毛囊细胞悬液移植治
疗白癜风》作为重大疾病的临床治疗
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正式获得

立项。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设立的省临

床医学科技专项旨在突出临床转化，
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
力量，以临床为导向加强临床医院与
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加强多
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实现医学
最新科研成果的临床应用，提高诊疗
水平。

王智刚

市一院获得三项
江苏省科技厅临床医学科技专项

7月 12日，在卫生局和妇保
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妇幼卫生
信息新进展》市级继教班在市妇
保院顺利举行。参加学习的有我
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的领导、妇
产科医生、妇儿保医生和信息员
共 90多位。

学习班上，卫生局基妇处蒋春新
副处长强调了妇幼卫生信息的重要
意义和管理规范，要求各级医疗机构
加强责任心，充分重视妇幼信息的上
报与统计工作，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和
流程，加强业务培训等措施，不断提

高信息的质量。来自省妇保院群保科
的宁魏青副主任，向学员们展示了大
量出生缺陷的珍贵图片，图文并茂详
细讲解了出生缺陷的诊断和报告要
点。南京医科大学的唐少文博士，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医学数据分析和医
学研究方法，开拓了学员们的思路。
妇保院群保科周华副主任结合工作
实际，介绍了孕产妇死亡监测与管
理、新版妇幼卫生年报要求，马方医
生重点讲述了 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监测方案。

周华

市妇保院举办
市级《妇幼卫生信息新进展》继教班

7月 10日上午，常州市卫生局
召开上半年全市妇幼卫生工作座
谈会。各辖市区卫生局分管领导，
基妇科（医政）科长，市妇幼保健院
院长许国锋、副院长王秋伟及相关
科室负责人，各辖市区妇幼保健院
（所）领导等 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市卫生局副局长虞国良参加并主
持会议。

各辖市、区卫生局，围绕省卫生
厅下达的1000分制目标考核中妇幼
卫生工作和年初签订的目标任务书
内容，采用多媒体方式认真总结了上
半年取得的工作成绩。市妇保院院长
许国锋作了全市上半年妇幼卫生业
务分析报告，对8项重点工作和14

项妇幼卫生业务指标完成情况作了
细致深入的分析。市卫生局基妇处处
长姚昉部署了下半年四项工作要求：
一是要做好母婴保健技术许可证的
发放工作；二是要积极落实“妇幼健
康年”活动要求；三是要全力推进全
市“两癌”检查目标任务；四是要认真
做好《常州市孕产妇保健管理工作方
案》实施工作。
最后，虞国良针对上半年全市

出生缺陷发生率“不降反升”的现
象，要求各地抓好原因分析，落实
干预措施。同时要做好下半年工作
的具体落实，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
完满完成。

周蓓蓓

上半年全市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召开

今年6月是全国第13个安全生
产月，主题是“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
全发展”。为进一步强化全院职工的
安全生产理念，提高安全素质，近日，
常州市妇保院开展了以“安全生产”
为主题的知识讲座，主讲人是常州市
安全生产宣讲专家库专家杜慧宝。全
体中层以上干部及各病区安全员共
156人参加了讲座，肖春华副院长主
持会议。

杜专家全面分析了大量的事故

案例，阐述了保护生命安全的意义；
强调了“安全第一”的责任落到实处
的重要性；同时浅谈了践行安全发
展，为中国梦护航，为健康梦出力，为
平安梦尽责的理念。

讲座结束后，肖春华副院长再次
强调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各级领导
要高度重视；要加强安全宣传，不断
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要强化安
全责任，加强日常安全巡查、自查，防
患于未然。 高鹏

市妇保院开展安全生产知识讲座

为了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进一步提高
二院实习学生的消防安全知识及技
能。近期，二院保卫科周文卫副科长
联合科教科带教老师组织城中院区
80余名实习同学在内科十三楼示教
室进行了治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讲
座。课上，周科长围绕防盗窃案例以
及防火墙“四个能力”建设和“四懂”、

“四会”等方面安全知识向在坐同学
们进行了详细讲解。之后又组织大家
在现场观看了近年来医院火灾案例
录像，展示了相关人员缺乏安全知识
和意识的严重后果。最后，结合本院
的实际情况，组织同学们在十三楼平
台进行了灭火器和消防水带扣接等
消防基础技能实操培训。

刘勇军

二院开展医学实习生进点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