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健康 2018年3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高雯 美编：王宁HEALTH 21-25
健康一周讯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不同
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病变为
主的一种传染病。常见的病毒性
肝炎分为5种，甲、乙、丙、丁、戊
型肝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
病科主任安勇介绍，这5种肝炎
中分为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其
中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等急性
肝炎在春季多发。

多发原因一方面是春季人
们食用生鲜增多，若生鲜清洗、
消毒不彻底，易带有甲肝、戊肝
病毒；另一方面天气转暖，蚊子、
苍蝇等生物开始繁殖，人们食用
了蚊子、苍蝇叮咬过的带有甲
肝、戊肝病毒食物后，也可能会
感染病毒。“甲肝和戊肝主要通
过粪-口途径，即消化道进行传
播。”安勇说，患者或隐性感染者
的粪便污染了饮用水源、食品
等，可引起甲、戊型肝炎的流行。
甲、戊型肝炎的临床表现相似，
初期可有畏寒、发热、食欲减
退、、肝区痛、尿色加深等症状，
容易被误诊为感冒。

“甲肝和戊肝一般不会变成
慢性，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安勇
说，但如果没有及时就医，或者
感染的病毒量较大，可能会发展
成重型肝炎、肝硬化等。

甲肝、乙肝有疫苗，乙肝母婴传播能阻断

济南历下 4 医院
因违规经营被罚款

济南“试管婴儿”
试运行机构获评审

近日，山东大学附属济
南市中心医院顺利通过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
术试运行现场评审，该医院
生殖医学科是济南市卫计系
统唯一一所经国家卫计委批
准“试管婴儿”试运行的机
构，这项技术的成功开展填
补了济南市卫计系统生殖领
域空白，也让更多不孕不育
家庭看到希望。 综合

近日,青岛市北区首家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中心在市北
区阜新路街道成立。凡是失
独、空巢、身患疾病的老年人
均可到阜新路街道辖区的社
区服务中心报名，由社区居
委会进行情况的鉴定，符合
规定的即可办理入住。同时，
养老服务中心还可为辖区老
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每天可
满足 200 人用餐、送餐。

这是青岛市市北区第一
家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中
心，位于市北百合中医医院
内，设置有29个养老房间、50
张床位。 据《半岛都市报》

青岛市北成立首家
医养结合养老中心

肝炎多发季，别让自己“肝着急”

现在很多人谈肝炎色变，其
实与乙肝、丙肝、丁肝感染者日
常接触不会被传染。“与患者一
起吃饭不会被传染乙肝、丙肝病
毒。”安勇说，由于病毒表面有层
蛋白膜，这层蛋白膜进入胃内后
迅速被胃酸破坏。因此，与患者
聚餐、握手、共事，甚至礼节性的
亲吻都不会被传染。但是对于甲
肝、戊肝急性肝炎病毒感染者，
需要及时隔离进行治疗，以免病
毒蔓延。

“目前，甲肝和乙肝可通过

疫苗预防。”安勇介绍，甲肝疫苗
一般在接种8周后便可生产抗
体，获得良好的免疫力，抗体阳
性率可达98%-100%，免疫力一
般可以持续5-10年，5-10年后补
种一针，可以保持对甲肝病毒的
免疫能力，获得长期的持续保
护；而乙肝疫苗主要应用于婴幼
儿，在出生后0、1、6个月各注射
一针。

“注射疫苗并不是100%免
疫，由于个人体质不同，有的人
在注射疫苗后并不会产生抗

体。”安勇说，所以在注射疫苗
后，应进行抗体滴度的检查，确
保自己体内存在抗体。

对于母婴传播乙肝病毒，是
完全可以阻断的。对于感染乙肝
病毒孕妇生出的孩子，通过出生
后24小时之内注射的乙肝疫苗
和抗乙肝免疫球蛋白，可以阻断
90%左右的乙肝病毒，如果再联
合抗病毒药物，乙肝病毒几乎可
以完全阻断。进行阻断后，即便
使用母乳喂养，孩子也不会感染
乙肝病毒。

在我国，乙型肝炎是所有肝
炎中最常见的一种，有血液传
播、母婴传播、性传播三种传播
方式。“从接诊状况看，任何年龄
段的人都可能感染乙肝。”安勇
介绍，根据发病时间的长短不
同，乙型肝炎又被分为急性乙型
肝炎和慢性乙型肝炎，急性乙型
肝炎患者一般感染乙肝病毒不
到半年，若感染乙肝病毒超过半
年没有康复的，就被称之为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

人们口中所说的“乙肝”一
般是指慢性乙型肝炎。慢性乙型
肝炎临床表现为恶心、乏力、畏

食、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分为
轻度、中度和重度，潜伏期为6周
-6个月。乙肝初期没有严重症状
出现，但如果不加以治疗，乙肝
病毒在体内存活时间越长病情
越重，严重者可恶化为肝硬化或
肝癌。“目前，成年人感染急性乙
型肝炎病毒，只要及时得到治疗
是可以痊愈的，并且具有终身免
疫力，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而
言，经过治疗后可完全控制，但
清除慢性乙肝病毒很难做到。”
安勇介绍。

另外，丙型肝炎与丁型肝炎
也是慢性肝炎，与乙型肝炎传播

途径相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经过3-6个月的治疗后，体内95%
以上的丙肝病毒可以完全清
除。”安勇介绍，由于丙型肝炎感
染者无症状表现，且病毒潜伏期
较短、发展较快，若不及时治疗
极易造成肝硬化，甚至还会演变
成肝癌。“所以每年的健康体检
显得尤为重要。”安勇说，通过肝
功能试验可以检测出自身肝脏
中是否存在肝炎病毒以及存在
哪种肝炎病毒。另外，丁型肝炎
病毒是一种缺陷型病毒，只有感
染乙肝的人才会有感染丁肝的
几率。

脂肪肝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肝病
□记者 刘紫薇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中
国脂肪肝的患病率正在迅速增
长，脂肪肝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
肝病。”安勇介绍，正常人肝内脂
肪占肝重的 2% 至 4%，当肝内脂
肪积聚超过肝重的 5% 时，即为
脂肪肝，而肥胖症、酒精中毒和
糖尿病是脂肪肝最主要的 3 大
病因。

据《中国脂肪肝防治指南(科

普版)》显示，我国成人脂肪肝患
病率已经达到了 12 . 5%-35 . 4% ，
其发病率已经排到了肝病的第
一位。

“成年男性每日摄入纯乙醇
量超过40克，即二两50度的酒，成
年女性每日摄入纯乙醇量超过20
克，连续饮酒史大于5年，或2周内
有大量饮酒史，折合乙醇量大于
80g/d，即可引起酒精性脂肪肝。”
安勇介绍，据统计，15%以上的人
群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很多人对脂肪肝并不重
视，继续抽烟喝酒，从而导致肝
硬化甚至更严重后果。”安勇介
绍，脂肪肝分为轻度、中度和重
度三种，若患有轻度脂肪肝，应
戒酒，多进食瓜果蔬菜等富含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不宜喝可
乐等高糖饮品。若患有轻度脂肪
肝不注意，则会发展成中度、重
度脂肪肝，进而演变成肝纤维
化、肝硬化等，部分病人可能会
发展成肝癌。“正是因为人们不

把脂肪肝当回事儿，所以由脂肪
肝导致的肝硬化的人数正在增
加。”安勇介绍。

“脂肪肝的预防和治疗应从
改变生活习惯做起。”安勇说，对
于长期大量饮酒者，应当戒酒；
营养过剩、肥胖者应当积极控制
饮食，减轻体重；有脂肪肝的糖
尿病人应当积极有效的控制血
糖；营养不良性脂肪肝患者应适
当增加营养，特别是增加蛋白质
和维生素的摄入。

近日，济南市卫计委对
违规经营的济南历下爱微笑
口腔诊所、新华卓越门诊部
(济南)有限公司等四家医院
开出罚单。

其中，济南历下爱微笑
口腔诊因未按照规定对放射
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和超出批准范围从事放射诊
疗工作被罚 2000 元；历下洁
美口腔诊所因未取得放射诊
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被
罚 3000 元；历下一加一口腔
诊所因未按规定为受检者使
用个人防护用品和新华卓越
门诊部(济南)有限公司因使
用 2 名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使用 1
名技师从事心电图诊断工作
均被罚 5000 元。 据鲁网

乙肝分为急性、慢性，急性乙肝能治愈甲肝、戊肝春季多发
易误诊为感冒

济南人看慢病
用上机器人

近日，济南软件企业众
阳软件利用大数据技术，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等联合研制了高
血压机器人、糖尿病机器人
体系，已经在济南平阴地区
所有基层卫生机构成熟应
用，目前正在济南其他地区
铺开试用。

机器人系统可以综合考
虑各种数据进行病情分析，
以高血压慢病管理机器人为
例，系统除了整合《中国高血
压防治指南》外，还整合了全
国400多家医院3000万名患者
的临床数据以及临床专家的
行医经验，提供诊疗依据。除
诊断外，居民还可利用手机
APP软件与基层医生实时沟
通病情。 据《生活日报》

安勇，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中
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
分会全国肝病专家委员会委
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肝病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
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医
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副主
任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肝病
专业委员会常委。长期承担
山东大学医学院教学工作，
参加包括国家“十一五”有关
病毒性肝炎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在内的科研10余项，获省、
市科技进步奖3项。擅长治疗
各种肝炎、肝硬化腹水、肝
癌、酒精性肝病、脂肪肝、药
物性肝炎，在乙、丙型肝炎抗
病毒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
的经验。专家门诊时间：周
一、周三全天。

□记者 刘紫薇

3月18日是第十八个全国爱肝日，今年爱肝日的主题是“爱肝护肝，珍惜生命”。肝脏承担着人体重大
的代谢和解毒任务，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的器官，如保护不好便可能引发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
世界有3 . 5亿人患有肝病，肝病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春季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季节，若病毒性肝炎
如果不积极进行治疗，可能会发展成重型肝炎、肝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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