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肥别太狠，喝酒别任性，小心“肝”
瘦子也会有脂肪肝？长期“胃痛”，小心肝病找上门 医生教你科学护肝爱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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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个“哑巴器官”，哪怕正
常的肝细胞的数量只剩1/3，身体的
代谢活动也可能不受影响。 肝脏的
病变是无声的， 有时候肝脏上长出
一个十几厘米长的肿瘤， 肝也未必
“喊疼”， 患者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
适。 这就是很多肝癌一经发现就是
晚期的重要原因。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 据今年世
卫组织的报告， 中国肝癌发病率高
居全球之首，为25.7/�10万，高发年
龄在40岁以后， 但年轻化趋势越来
越严重。

临床研究发现，乙型、丙型肝炎
病毒感染是导致肝细胞癌变的主要
因素，尤其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在
我国近85%的肝细胞癌患者的致病
原因是乙肝病毒感染， 而我国有大
约90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 除了肝
炎病毒感染之外， 其他多种原因引
起的肝硬化，非酒精性脂肪肝，长期
饮酒、 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也是患
上肝癌的危险因素。

统计显示， 约37%的肝病患者
患病初期都误以为是“胃病”而不加
以重视，最终有可能演变成肝癌。专
家表示，早期可无任何症状或体征，
少数病人会出现食欲减退、 上腹闷
胀、 乏力或轻度肝肿大等非特异症
状， 大部分时候发现时已经到了中
晚期，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是提高肝癌治愈率的重要途径。

【案例】
李某家在郴州汝城的农村，早

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曾检查出是一
名乙肝携带者。“身体没有任何不
舒服，自然也就没当回事。”这么多
年来，李某从来没有到医院里检查
过身体，直到今年春节后，他在上
班时突感腹部疼痛难忍，已经无力
操作机器，立即到医院检查，随后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确诊
为肝癌早期。

乙肝携带者怎么一下子就变成
了肝癌?医生表示，李某病情发展到
如此地步， 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密切
相关。原来李某每天都要喝接近1斤
白酒，对肝脏的损害无法估量。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介入
靶向科王小军主任介绍， 临床数据
显示， 近1/3的乙肝会转变为肝硬
化， 肝硬化患者中约3%-6%会恶化
为肝癌。“像李某这种乙肝患者，因
为作息不规律、 大量饮酒等外在因
素，加之对乙肝没有足够重视，完全
不知乙肝病毒对肝脏进行着持续侵
犯，渐渐地乙肝转变成了肝硬化，继
而恶化成了肝癌。”

长期胃疼？
或许就是肝病

脂肪肝听起来似乎是
胖子的专利，但事实上，许
多瘦子也可能患上营养缺
乏性脂肪肝， 尤其是那些
为了快速达到减肥目的而
选择禁食的人士。

这是因为完全无碳水
化合物、 低蛋白饮食会造
成营养不良， 从而导致了
肝脏代谢障碍。 当脂肪大
量堆积在肝脏难以转运，
脂肪肝便由此诱发了。

非酒精性脂肪肝已经
成为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
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防治指南 （2018年更新
版）》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多数国家非酒精性脂
肪肝患病率高达25%，处于
中上水平。

【案例】
浙大一院消化内科教

授厉有名团队近年研究发
现， 中国的脂肪肝患者中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体重
指数是正常的，一方面，饮
酒、不良生活习惯、熬夜、不
合理的饮食结构等， 都是
长得不胖的人得脂肪肝的
高危因素， 这些因素都会
导致体内脂肪增加， 加重
了脂肪存储的负担。

另一方面， 长得不胖
的人虽然皮下脂肪较少，
但内脏脂肪可能相对较
多。不像皮下脂肪增多，在
外表上可以轻易地被发
现， 内脏脂肪增多往往更
为隐蔽， 更容易导致代谢
紊乱，引发脂肪肝。

减肥禁食？
可能并不“心肝情愿”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 药物肝损伤已上升为
全球肝病死亡原因的第五
位。目前，在逾 3000�种临
床用药中， 有报道的可引
发药物性肝损伤的药物高
达 1100�余种， 只要服用
常规剂量或高剂量药物，
都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
担，从而导致肝脏损伤，甚
至也是肝癌、 肝硬化等致
命疾病的罪魁祸首。

哪些药物可能会引发
肝损伤？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
科茅益民教授指出， 药物
性肝损伤大概有70%是由
西药引起的， 这其中主要
是：抗感染药物、抗结核药
物、抗肿瘤药物、中枢神经

药物、心血管病药物、内分
泌药物。 另外30%是由于
中药和保健品引起的。

【案例】
近日， 长沙某高校大

一学生刘婷（化名）感冒后
接连服用8种不同的药物，
出现了乏力、恶心、呕吐等
不适， 家人得知后赶紧把
她送往长沙市中心医院就
诊。经检查，刘婷的肝功能
指标明显异常， 其中谷丙
转氨酶超过正常值18倍，谷
草转氨酶超过正常值9倍，
医生诊断为药物性肝损
害，建议刘婷住院治疗。入
院后， 刘婷停用了之前所
有药物，接受护肝治疗，目
前肝功能已逐渐恢复。

肝最怕药
中药和保健品也别乱吃

近年来， 省儿童医院肝
病中心诊断遗传性肝病逐年
上升， 从2014年全年诊断35
例到2018年的226例，诊断病
例数增加了545%。该院肝病
中心主任医师欧阳文献表
示，这种病发病隐匿，但危害
巨大， 影响到孩子是否能健
康成长，家人需要引起重视。

医生提醒， 遗传代谢性
肝病是由于基因变异而导致
肝脏代谢功能异常的一大类
疾病。 大多数是在子女遗传
到同时来自父母双方的变异
基因时才发病。 多数婴幼儿
期或儿童期出现症状， 部分
病情较重危及生命， 是导致
婴儿早期死亡的重要原因。
孩子如有不明原因的黄疸、
肝大、转氨酶升高、低血糖，
高血氨、喂养困难，伴或不伴
其他系统器官损伤、 生长发
育落后， 特殊面容如“娃娃
脸”、“圆胖脸”“高额头、尖下
巴、眼裂小，眼距宽”等表现，
家长均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到相关的医院检查确定有
无遗传代谢性肝病， 以便早
诊断，早治疗。

【案例】
11岁的珊珊（化名）是娄

底人，因为春天气温多变，一
个星期前她感冒了。 家人买
来感冒药， 按照说明书给珊
珊服用。不料，她突然全身发
黄， 还恶心呕吐， 肚子也发
胀。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发
现转氨酶非常高， 肝脏损伤
严重， 医生建议赶紧到上级
医院进行治疗。 欧阳文献表
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珊珊
应该是从小就患有遗传代谢
性肝病， 只是之前没有太明
显的症状， 才导致被发现时
已经肝功能严重受损。

遗传肝病一定要
早诊断早治疗

误区

王小军提醒， 爱护肝脏应从
日常生活做起。

第一，定期常规体检，尤其要
到检查肝脏的专科筛查预防。40
岁以上的男性、 曾感染病毒性肝
炎者、长期服药、有肝癌家族史的
人，一定要每年至少1次肝脏专科
体检。千万不要等表现出黄疸、肝
腹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再检查，
那时病情就已经很严重了。此外，
病毒性肝炎患者应每3个月进行
一次肝功能和甲胎蛋白检查，6个
月做一次影像学检查（如B超、
CT）；3-6个月做一次病毒定量检
查， 防止肝炎在不知不觉中发展
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第二，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
熬夜。 成年人正常睡眠时间应为
6-8个小时，静卧可增加肝脏40%
的血流量，使肝脏得到更多血液、
氧气、营养的供给，有利于肝细胞
的修复和再生。

第三，注重饮食均衡，少吃高
油、高糖食物，控制脂肪及酒精摄
入，最好戒烟。肝炎患者要保持摄
入一定量的蛋白质，豆浆、鱼汤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炎症急性发
作期，不宜过多摄入蛋白质，以免
加重肝脏负担。 维生素有助增强
肝脏修复、 解毒的功能， 绿色蔬
菜、水果、谷物、豆类、猪肝、鱼、乳
制品等都可选择， 其中含有人体
必需的钙、磷、镁、锌等矿物质。

第四，学会调整心情。让自己
处于心平气和、乐观开朗的状态，
好情绪能使气血调和、 血液循环
改善，加快肝脏的新陈代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
报道， 当前中国有9000万慢性乙
肝患者，其中2800万人需要治疗。

所以，常在外面吃饭的朋友
们注意了，你可能已经感染上了
乙肝；身边有人感染乙肝的要小
心点，Ta打喷嚏的时候可要躲得
远远的！

有没有吓一跳？别慌，其实
事实正好相反。

乙肝的传染能力并没有那么
强，它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三种：血
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
日常工作、拥抱、共餐、共住宿舍
等一般都不会传染乙肝。

目前，我国已普遍推广乙肝
疫苗。迄今为止，至少有5亿新生
儿接种乙肝疫苗， 至少避免了
8000万儿童被乙肝病毒感染。

当心喷嚏？
大可不必谈“乙”色变

爱肝护肝
从日常生活做起

提醒

肝,素有“哑巴器官”之称，常患病而人不能自察。3
月18日是全国爱肝日。让我们从了解肝开始，远离与肝
有关的疾病，不再损肝害己，做一名爱肝人士。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振 李雅雯

综合新华社、健康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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