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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关于肝炎这些事，你知道吗？
荆门晚报通讯员 金千千

记者 周剑南

今年 7 月 28 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
定的第十个“世界肝炎日”。 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积
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
肝炎危害”。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肝炎对人体健康危害甚大， 希望公众积
极主动接种肝炎疫苗， 主动进行体检了
解肝脏健康状况，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
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 全面遏制病毒
性肝炎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你没当事的肝炎，对健康危害甚大
日常生活中， 人们拿到自己的体检
单时，往往首先注意到是什么呢？ 如果你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人们往往会说“哎
哟，我的血压这么高，有高血压了！ ”或者
说，“我血糖快到临界点了！ ”“尿酸值这
么高了啊，不会得痛风吧？ ”但很少有人
会主动说：“我有肝炎了！ ”在人们的认知
中，他们要么会认为肝炎是一种传染病，
怕说出来引人侧目， 要么认为肝炎只是
一种“小病”，不值得关注。
其实这两种认知都是错误的。 肝炎
不是一种小病， 它一直是威胁我国乃至
世界人民健康的一大疾病；同时，并不是
所有的肝炎都会传染， 只有病毒性肝炎
才会有传染性！
所谓的肝炎，就是肝脏的炎症，由病
毒、细菌、寄生虫、化学毒物、酒精、自身
免疫病等因素引起，使肝功能受到损害，
进而导致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 按其发
病原因主要可分为病毒性肝炎、 药物性
肝炎、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自身免
疫性肝炎， 这其中仅病毒性肝炎具有传
染性，且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复杂，感染
率高，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我国更是处
于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2004-2015 年
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信息 管 理 系 统 显
示， 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始终位居所有法
定报告传染病首位。
病毒性肝炎可分为甲、乙、丙、丁、戊
五个类型。 甲肝和戊肝主要经肠道传播，
即粪 - 口途径， 比如进食被带有病毒的
粪便污染过的食物、水源、生鲜，均有被
感染的风险，此外，进食前未洗干净双手
也会增加传播几率。 甲肝和戊肝的发病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其感染者通常表现
为急性肝炎，偶尔出现重症肝炎。

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
遏制肝炎危害

我们最为常见的乙肝和它的“
好朋友
“
丙肝、丁肝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
传播（注意噢，这三种传播途径和艾滋病
一样）。 这三种肝炎感染后更易走上慢性
肝炎 - 肝硬化 - 肝癌的不归路， 其中丁
型肝炎更易造成肝硬化、 肝癌等不良后
果，而乙肝和丙肝
“汇合”后也会使肝炎发
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危险性增加。

从慢性肝炎到肝癌，路途并不遥远
肝炎从急慢程度来说，可分为急性肝
炎和慢性肝炎。 一般来说，急性肝炎只要
找准病因，对症治疗，痊愈后一般不会留
下后遗症。 肝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久而
久之，就会转为慢性肝炎，日积月累会导
致肝硬化，并逐渐发展为肝癌，也就是慢
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
“肝癌三步曲”。
所有的肝炎中，引起肝癌最多的，是
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脂肪性肝炎这
三种。 这其中，病毒性肝炎是我国肝癌发
生的最主要原因，甲肝、乙肝、丙肝、丁
肝、戊肝五种肝炎病毒肝炎中，乙肝、丙
肝最容易造成肝癌。 我国肝癌患者中有
80%-85%是乙肝造成的。
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 母婴和性
传播。 例如，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
液制品，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和
针头（如注射毒品等）、侵入性医疗或美
容器具（如文身、穿耳孔等），共用剃须刀
和牙刷；与感染者进行无保护性行为；携
带病毒的孕产妇可将病毒 传 染 给 新 生
儿。 丁肝的传播途径与乙肝相似，与乙肝
病毒同时或在乙肝病毒感染的基础上才
能感染。
肝脏有问题了， 首先就表现在消化
道。 大多数肝病都会出现，比如恶心、厌
油腻、食欲差等，可出现呕吐、腹泻、脾大

湿气重的人要三戒
湿气重与一个人的生活饮食习惯密
切相关。 湿气重的人，夏季若不戒掉 3 种
食物，湿气会越来越重，三伏贴都拯救不
了你！
1.烧烤。 烧烤为烟熏食物，具有一定
的致癌作用，本身不建议过多食用；对于
体内湿气重的人来说， 烧烤更是不能碰。
烧烤属于油腻食物，含有较多的油脂和脂
质，油腻过多容易给脾胃增加负担，从而
影响脾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导致脾虚。
脾脏受损，其所主管的水湿运化就会受到
影响，导致大量湿气堆积在体内，无法排
出。
2.甜食。 中医说甜味入脾，也就是为
什么甜的食物可以补脾。 而脾主管水分的
代谢和排出，所以吃甜的食物从某种程度
上是可以补脾祛湿的。 但大部分甜食性质
黏而且腻，如枣泥，蜂蜜、蛋糕、麦芽糖等。
而湿气也是性质黏腻，两者具有同方向效
果， 因而会使得体内的湿气更加黏腻、瘀
滞，无法排出。 因此，医生不建议湿气重的
人吃甜食。

等症状。其次是肝区不适。在所有肝病症
状中， 肝区不适和肝区疼痛较具有特异
性，其特征是持续的隐痛、刺痛或胀痛。
三是莫名出血。 肝脏功能下降导致凝血
因子合成异常， 这时候就会出现牙龈出
血、鼻子出血、皮下淤血等症状。 此外，还
常会出现皮肤、 巩膜黄染， 皮肤色素加
深，腹壁静脉曲张，肝掌、蜘蛛痣等皮肤
异常表现。
病毒性肝炎危害巨大，要预防这类肝
炎，以下方面要注意：1.接种乙肝疫苗是
预防乙肝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新生儿全
程免疫需按“0，1，6 月”免疫程序接种 3
针。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新
生儿，应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尽早接种首
针乙肝疫苗， 同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并按照乙肝疫苗免疫程序完成后续剂次
接种。 2.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整治好
环境，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
后洗手，不吃生食，不饮生水，及时接种疫
苗，可有效预防甲肝和戊肝。 3.切断传播
途径，可有效预防丙肝。拒绝毒品，不共用
针具注射毒品；杜绝非法采、供血；避免不
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到正
规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注射、输血和使用
血液制品。 不与他人共用针具或其他文
身、穿刺等工具，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
刷等可能引起出血的个人用品；正确使用
安全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
要提醒的是， 虽然病毒性肝炎传染
性较强， 但乙肝和丙肝病毒不经呼吸道
和消化道传播！ 因此，日常工作、学习和
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在同一办公室
工作、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在同
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
接触不会感染乙肝或丙肝病毒。 同时研
究也未发现乙肝和丙肝病毒经吸血昆虫
（蚊和臭虫等）传播。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病毒性肝炎作为我国危害最严重的传染
病之一，它也是可以预防的。 在病毒性肝
炎的五种类型中，目前甲型、乙型和戊型
肝炎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效预防。
由于大多数成人已经通过自然感染
获得甲肝抗体，目前甲肝疫苗的接种对象
主要是儿童。 目前，我国免费为新生儿提
供 3 剂次乙肝疫苗接种。 要注意的是，成
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或血
制品的人员、肾透析人群、乙肝病毒感染
者家属等重点人群应主动接种乙肝疫苗。
戊肝疫苗接种于 16 岁以上人群，重
点推荐为经常在外就餐者、育龄期女性、
学生、中老年人、乙肝病毒携带者及慢性
乙肝患者、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畜牧及海
产品养殖加工人员、 戊肝高流行区域的
旅行者及援外人员等接种。
要防范肝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
动检测， 随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很重
要。 有些慢性乙肝感染者没有症状，肝功
能检查也正常，感到自己完全健康，但他
们随时有可能发病， 甚至会出现暴发性
肝炎， 危及生命。 乙肝 病 毒 表 面 抗 原
（HBsAg) 检查是确定是否患有慢性乙
肝唯一的方法。HBsAg 阳性表示目前感
染乙肝病毒。 乙肝感染者的家属，医护人
员、实验室人员等经常接触血液、血制品
者等高危人群均需进行体检， 以早期发
现肝炎感染。
感染了肝炎后要注意自我保健，出
现症状后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慢性乙肝感染者每 3-6 个月要进行一
次肝功能检测； 如有肝硬化或者肝癌家
族史，应该每半年进行一次超声波检查；
要避免饮酒、过度劳累，不要吃伤肝的药
物和发霉的花生、 玉米等可能含有黄曲
霉素的食物； 不要与他人共用剃须刀和
牙刷，如有伤口须包扎；不能捐献血液、
器官，避免将乙肝传给其他人。
通过规范治疗，甲肝、戊肝和丙肝都
是可以治愈的， 乙肝也可以通过治疗保
持健康的状态。 丙肝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但目前最新的口服直接抗病毒药物可以
达到 95%以上的治愈率。

医护悉心呵护，患者心生感激
3.冷饮。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大多追
求凉爽， 平时会吃较多生冷寒凉的食物，
冷饮是最为频繁的一种。 尽管夏季喝冷饮
确实能够防暑降温，但也不能忽略了冷饮
对健康的影响。 一方面，冷饮由于性质寒
凉，进入我们身体的同时会带来大量的寒
湿，造成湿气加重；另一方面，寒凉的食物
不利于脾的功能运行，有损脾阳，导致体
内水分不能正常排出，淤积成湿气，使湿
气重上加重。 而且本身冷饮寒气就对身体
有刺激，不应多吃，湿气重的人，应当尽量
戒掉。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罗丹）
“母亲的
病是老毛病了， 以前在老家都是住半个
月才康复。 这次在掇刀人民医院医护的
悉心照料下，只住了三天，病情就得到了
极大的好转，达到了出院的标准。 ”近日，
掇刀人民医院内二科医生刘晓倩收到了
患者家属的感谢信， 患者家属在感谢信
中写道。
7 月 15 日，张女士因阵发性肌阵挛、
高血压等疾病来到掇刀人民医院内二科
住院治疗。 张女士是十堰人，不会说普通
话， 这让医患之间在病情沟通上存在一

定的困难。 管床医生刘晓倩没有任何不
耐烦的表现，她细心询问，耐心开导，对
张女士病情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得知张女士是异地医保后， 刘晓
倩将其报销所需的资料都一一准备好，
告知患者报销的基本流程， 并留下了自
己与科室的联系方式， 嘱咐患者身体如
有不适，及时联系，以免延误病情。 张女
士住院期间， 对刘晓倩等医护人员所做
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心生感激。
感激之余， 张女士嘱咐女儿写下感谢信
送给了内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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