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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专病论治·节日多发病专刊

������年轻的班主任金老师第一次
带高三毕业班， 临近期末感到压力
特别大， 经常心烦气躁， 吃饭没胃
口， 吃一点就感觉很饱， 有时胃部
隐隐作痛……近一个多月， 金老师
明显瘦了一圈。 她怀疑自己得了大
病， 去医院做了胃镜检查并没有发
现器质性病变。 医生分析， 她的症
状属于“情绪肠胃病”， 主要是压
力大、 精神紧张造成的。
【专家解读】

经常听说有的人气得吃不下
饭， 有的人心情不好就会茶不思
饭不想……可见， 情绪对胃肠的

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现代医学证
明， 长时间精神紧张、 情绪低落
会影响植物神经系统， 进而引起
胃功能紊乱。 如胃肠蠕动减慢、
消化液分泌失调等， 都与焦虑、
抑郁等异常情绪有直接关系。 所
以， 年底工作压力大时尤其要学
会调整情绪， 保持精神愉快， 避
免不良情绪的刺激。

对于 “情绪胃肠病”， 在学会
调整情绪、 缓解压力的同时， 应
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服药增强胃
动力， 改善肠胃功能。

通讯员 杨芳

������相关数据显示， 节日里消化系统疾病
患者比平日增加约 1/3。 酗酒、 暴饮暴食、
饮食不洁等均可引发， 所以节假日进食更
应有所节制。

急性胰腺炎 过量食入油腻、 高蛋白、
高脂肪食物和饮酒会刺激胃肠黏膜， 引起
胰腺水肿， 发生急性胰腺炎。 患者一般在
餐后 1 至 2 小时内出现上腹部疼痛， 有钝
痛、 钻痛、 刀割样痛或剧痛， 并向左腰背
部放射， 有恶心、 呕吐现象， 胃里有强烈
烧灼感。 急性胰腺炎一旦发作应立即送往
医院。

酒精中毒 节假日喝得 “烂醉如泥” 方
才作罢， 会发生脑中枢神经麻痹， 易引起
恶心、 呕吐、 言语不清、 颜面苍白、 口唇
微紫、 体温下降， 甚至出现昏睡、 呕血与
黑便等上消化道出血表现。 预防酒精中毒
的方法主要是饮酒者要慢慢喝酒 。 此外，
喝酒前先吃一些食物， 可使乙醇在体内吸
收时间延长， 缓解酒醉的程度。

胃肠功能紊乱 节日里美酒佳肴、 糖果、
点心等轮番上阵， 让肠胃难得片刻休闲 ，
一直处于超负荷的状态， 生活规律被打乱，
胃肠功能被严重地削弱， 节后容易出现腹
泻、 腹痛、 胃痛等功能紊乱现象。

益阳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汪建红

������春节期间应酬多， 而应酬往往离不开
吃， 暴饮暴食不仅给胃肠带来沉重负担 ，
“三高症”， 即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等
也易因此加重病情或突发新病症。

一般来说， 鸡、 鸭、 肉等动物性食物
要避免过量， 这是因为过多的蛋白质将通
过肾脏排泄， 无形中也会增加肾脏负担 。
尤其是高血压患者， 其肾脏功能已经不同
程度地遭到损害， 摄入过量蛋白质无疑是
雪上加霜。 有三高症的患者应适当增加豆
制品和鱼类的摄入量， 豆制品对脂肪摄入
过多的高脂血症具有降脂作用。 鱼类含有
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降脂同样有益， 还要尽
可能多吃蔬菜， 这样即使脂肪吃多了， 也
能随蔬菜中的纤维排出体外。

钱军

������在节日期间， 全家团聚， 一些人沉湎
于麻将， 通宵达旦酣战， 透支了睡眠， 打
乱了体内 “生物钟”， 易引发便秘、 痔疮等
顽疾； 心脑血管病者还会因情绪过度激动
而引发旧疾， 如中风、 心肌梗塞、 脑溢血
及心脏骤停等。 一些年轻人春节放假后就
成天挂在网上， 坐得过久， 使脊椎韧带和
附近肌肉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的紧张状态 ，
容易得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视疲劳、 麻将
腿， 导致精神疲惫不堪。

钱文

胡吃海喝伤消化道

疲于应酬
“三高症”易加重

透支睡眠 诱发旧疾

欢度春节 打好“保胃战”
�������白天吃饭没规律， 晚上大口
喝酒、 大块吃肉……年关将至，
上班族忙完工作忙应酬， 不仅身
心疲惫， 肠胃更是受罪。 长沙市
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蒋丽提醒， 过量饮酒、 晚
餐过饱、 贪吃火锅、 年关压力等
都是导致春节前后胃病高发的原
因， 打好年关“保胃战” 就应尽
量避免这些“地雷”。

晚餐过饱引发胃反酸

近半个月来， 林先生
就几乎没在家吃过晚饭，
每天都得应酬客户， 不到
深夜进不了家门， 回到家
后常常倒头就睡。 就在上
周， 林先生刚刚睡着， 却
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感觉
胃里的食物、 胃液都涌了
上来， 胸部如火烧般难
受， 连呼吸都感觉困难。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 原来
是林先生的胃内容物反流
到咽喉部， 堵塞了气道。
【专家解读】

晚上吃得过饱、 临睡
前吃夜宵……很多人当时
没什么感觉， 之后可能会
出现食物伴着胃液一同反
上来， 让人感觉灼烧、 刺
痛， 有时很长时间缓不过
来。

“反流上来的胃液包
括胃酸、 胃蛋白酶等， 不
仅会产生令人难受的烧心
感觉， 还可能引起食管溃
疡、 食管糜烂、 食管狭窄
等。” 蒋丽表示， 要防止
反流 ， 每餐不要吃得过
饱 ， 特别是睡前不要饱
食； 选择合适的睡姿， 也
能减少夜间胃内容物反
流。 一旦出现反酸， 特别
是胃内容物倒流到口腔，
应立即用清水漱口， 并饮
些开水， 尽可能缩短胃酸
与食管的接触时间。 一般
来说， 偶尔饱餐一顿后出
现烧心或反酸水的情况，
通常属于正常生理性反
应。 但如果经常出现胃反
流、 烧心的症状， 可能是
胃食管反流病， 需要及时
就诊。

��������23 岁的白小姐特别爱吃火
锅， 在她看来， 吃火锅就要辣，
要趁热吃。 最近， 她每到饭点就
会约着同事出去吃火锅， 单位旁
边的几个火锅店被她吃了个遍。
可是接连吃了 5 天火锅后， 白小
姐开始胃痛， 胃部有灼伤感， 自
己吃了几天胃药不见好转， 到医
院检查后才知得了胃溃疡。
【专家解读】

蒋丽解释， 火锅里的食物温度
高， 有些荤菜不易熟透， 这些都
会导致胃黏膜损伤。 尤其是一些

麻辣火锅的底料、 调料对胃肠刺
激大。 一些市民喜欢一边吃热辣
的火锅一边喝冰镇饮料， 冷、 热
反复刺激胃肠道， 更容易形成局
部溃疡。 吃火锅往往耗时长， 由
于胃不断地接受食物 ， 致使胃
液、 胆汁、 胰液等消化液不停分
泌， 大大增加消化道的负担。 一
些人不知不觉吃得太饱、 太杂，
还可能引起胃肠功能紊乱， 出现
恶心 、 呕吐 、 腹痛和腹泻等症
状， 诱发急性胃肠炎、 胆囊炎、
胰腺炎等。

������38 岁的李先生是一家房地产
企业的高管， 经常加班， 饮食和
睡眠不规律。 到了年底， 不仅工
作忙， 各种应酬也接踵而来。 前
一阵子， 他就常常感到上腹隐痛、
反酸等胃部不适， 但想着咬咬牙
坚持一下就没事了。 过了几天，
发现大便变成了黑色， 直到上周
五早晨起床后头晕得厉害， 突然
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由家人紧急
送往医院。 经检查， 李先生胃部
有大面积溃疡合并出血， 已造成

严重贫血、 失血性休克。
【专家解读】

蒋丽介绍， 很多人觉得 “无
酒不成欢”， 每当春节前后应酬、
聚会集中时， 因过量饮酒造成急
性胃炎、 胃出血的患者都会明显
增加。 一次大量饮酒会可能出现
呕吐、 腹泻、 腹痛等急性胃炎症
状， 连续过量饮酒后， 酒精刺激
食道和胃黏膜 ， 甚至引起胃出
血。 长期过量饮酒还是导致消化
系统癌症的因素之一。

连吃 5天火锅， 患上胃溃疡

喝酒“不伤感情”伤了胃

压力过大影响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