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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丙肝患病人数逐年上升
已成肝癌主要诱因

《黄帝内经》中四时养生法认为心与
夏气相通应，故夏季养生中要特别注重心
脏的养护，尤其是心血管病患者更应引起
重视，因为高温时节植物神经紊乱容易引
发心律失常，缺乏休息的脑血管患者更容
易发病。那么，有哪些汤水有助心脑血管
患者夏季养生护心？

银杏党参北芪煲排骨

材料：银杏 10-15 粒，党参 25g，北芪
25g，排骨 300g

做法：将材料洗净，排骨斩件焯水，向
锅内加入适量清水煮沸，纳入上述材料，
煮 1 小时，调味即可。

功效：银杏能促进血液循环，以及对
细胞的氧气和葡萄糖的输送，并且可以保
护细胞免受伤害。党参性平味甘，具有补
气健脾的功效。北芪味甘性微温，具有补
中益气。本汤膳对于保护心脑血管，抗氧
化抗衰老，增强免疫力有一定作用，特别
适合体质虚弱的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高
危人群。

禁忌：燥热之人在夏天不作推荐。

十全大补汤
材料：主料：鸡肉 50 克，鸭肉 50 克，鹅

肉 25 克，墨鱼 30 克，猪肚 25 克，猪排骨
100 克，猪肘 50 克

辅料：花生仁10克，冬笋5克，枣干10克
调料：白术 1 克，茯苓 1 克，党参 1 克，

黄芪 1 克，白芍药 1 克，熟地黄 1 克，肉桂 1
克，当归 1 克，甘草 1 克，小葱 25 克，八角 3
克 ，姜 15 克 ，香 油 10 克 ，大 蒜（白 皮）10
克，酱油 25 克，花椒 5 克，盐 6 克，味精 1
克，料酒 15 克

做法：将鸡肉、鸭肉、鹅肉、猪肚、猪排
骨、猪肘子均剁成核桃块；将剁好各料块
同冬笋、墨鱼肉一起放入砂锅内；把党参、
红枣、花生米用纱布包好；再把花椒、大蒜
用纱布包好；其余九种药料也用纱布包
好；三个包都放入砂锅内，加入清水 50 毫
升、葱、姜、蒜、酱油，砂锅上旺火烧开去
浮沫；再加入盐、料酒，改小火炖至熟烂，
约 1.5 小时；捞出调料和药料包；把党参，
花生米、大枣拆包后再放回砂锅内搅匀；
其余药料、调料不要，去净葱、姜、蒜，加
入味精、香油，用紫砂锅装上桌。

功效：“十全大补汤”选鲜料加入十味
中药，五味小料，五味调料，细火炖制而
成，既是一道咸鲜味浓的汤菜，又是一款
药膳，富有营养，滋补身体，久食对冠心
病、高血压、糖尿病、贫血、气喘、面黄体
弱者有一定的疗效。

双耳汤

材料：黑木耳、银耳各 50 克。
做法：用水浸软洗净，煲内盛适量清

水，黑木耳、银耳一起放入，煮至烂熟后，加
冰糖（也可不加）少许搅匀，煮片刻便成。

功效：降压降脂，可预防动脉硬化。
对其他心脑血管疾病，也有较好的防治和
保健作用。

禁忌：孕妇不宜多吃。糖尿病患者在
服用时应减量，以免加重症状。

（家医）

夏季喝三款养生汤
保护心脑血管

腰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而令人担心
的是，如今多项数据却表明，全球女性腰
围都有增长的趋势。

中国女性腰围增速超过美国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全球 20 岁
及以上成人中，超过 14 亿人超重，其中有
近 2 亿多男性和近 3 亿女性达到肥胖程
度，尤其女性，近些年腰围有变粗的趋
势。《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研究指出，从
1999 年~2012 年，美国女性平均腰围 12 年
间增长了 4 厘米，腰围变化明显快于体重
变化，40 岁以下女性腰围增长最快。不
仅如此，英国一项调查发现，英国女性平
均腰围从 1951 年的 68 厘米上升到如今的
86 厘米，而胸围和臀围没有相应增加。

我国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以北京为
例，女性腰围从 2012 年的 79.6 厘米，增长
为 2014 年 的 81.4 厘 米 ，增 速 超 过 美 国 。
其中城镇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原常务副
会长刘克玲告诉记者，从人类进化角度
来说，为提前储存脂肪，女性到更年期
时，体重会有 2.5 公斤左右的增长。而当
下生活质量的提高加上失去雌激素的保
护，导致更年期长肚子成为女性身材走
样的一大特点。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袁群也指出，中国人
大多是向心性肥胖（脂肪沉积以心脏、腹
部为中心），因而有些女性虽体重没有变
化，但体脂偏高，腹部同样有脂肪堆积，
但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

腰过粗增加各种疾病风险

“肥胖是健康的一大杀手，而向心性
肥胖则像其中一把利刃，腰围过粗预示着
内脏脂肪增多。”袁群解释，腹腔脏器周围
的韧带和脂肪包裹本来是为了减震和保
暖，但脂肪过多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水平增
高，促使血管硬化，带来脑血栓、心梗等问
题。两位专家都指出，女性的腰围一旦增
长，可能会增加各种疾病风险。

癌症。肥胖与癌症的关联性大家都很
了解，但腰腹间的“游泳圈”却与癌症发病
关系更为直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报告
称，腰围每增加 2.5 厘米，患癌风险增加 8
倍。而英国一项医学研究指出，女性腰围
越粗，乳癌、胆结石、子宫癌的风险越大。

不孕。腹部脂肪堆积带来的肥胖会
引起女性体内雌激素增多，引发多囊性

卵巢综合征为代表的病症，导致月经不
调、经期紊乱等各种问题，影响受孕。

减寿。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研
究人员对超过 60 万人的医疗数据分析发
现：腰围超过 94 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
69 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 80%，这相当于
40 岁后预期寿命减少 5 年。

心脏病。《循环：美国医学会杂志》的
一份研究报告中警告说，肥胖（尤其是腹
部堆积脂肪）会显著增加女性发生血管
性炎症及硬化，并进而诱发心脏疾病的
危险。尤其是那些腹部脂肪更多的人，
血液中炎症化合物水平明显更高。

慢性病。肥胖是高血压、高血脂等很
多慢性病的基础源头，腹部脂肪增加，容
易血压过高，降低胰岛素的作用，产生

“胰岛素阻抗作用”，加大糖尿病疾病风
险。据统计，腰围过粗的人约有 50%的机
率合并有代谢症候群。

每天坚持30分钟有氧运动
让腰腹健康

在刘克玲看来，现代女性承受着比过

去更加繁重的工作任务，长期久坐，腹部
肌肉得不到锻炼；睡眠不足；更年期后体
内雌激素骤然减少；盲目节食、吸烟等不
正确减肥方式都是女性腰围变粗的因素。

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
制指南》要求，18 岁及以上成年女性腰围
正常值应小于 80 厘米。两位专家建议女
性们每天坚持 30 分钟有氧运动，如快走、
骑车、慢跑、瑜伽等，配合腰腹部核心力
量训练，如仰卧起坐、平板支撑、转呼啦
圈等，增加肌肉量。工作时保持“挺胸收
腹直身”的正确坐姿，每工作 1 小时起身
活动一次。饮食上，多吃蔬果和粗粮，避
免高油高脂，限吃糖果甜品，戒掉甜饮、
碳酸饮料等。 （包育晓）

7 月 28 日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
题是“了解肝炎，立刻行动”。近年来，
丙肝患病人数的持续上升引起社会关
注。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统计数据，
全球丙肝抗体阳性率约为 3%，约 1.5 亿
人感染了丙肝病毒，而我国丙肝病毒感
染人数估计近 1500 万人。

“从报告病例的增长速度来看，丙
肝已超过了乙肝，但 95%的丙肝患者并
不知道自己受到感染。”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胡
中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急性
丙肝起病隐匿，大部分患者无明显症
状，很容易被忽视，而急性丙肝的慢性
化率可达到 55％～85%，许多丙肝患者
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为终末期肝病，如肝
硬化或肝癌。因此，丙肝往往被称为

“沉默的杀手”，而防治丙肝的要务是要
提高全民认识，尽早筛查。

我国慢性丙肝存在“三低”
高危人群易“中招”

与“家喻户晓”的乙肝相比，丙肝
“默默无闻”，存在“三低”现象，即认知
率低、诊断率低和治疗率低。据中国肝
炎防控基金会近年进行的一项公众调
查显示，只有 38%的人听说过丙肝，远
低于对甲肝（91%）和乙肝（95%）的知晓
度，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不知道丙肝
是可以治愈的。胡中杰对此分析：“我
国是‘乙肝大国’，乙肝防治往往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在常规体检时一般只查乙
肝，不查丙肝。大多数的慢性丙肝患者
确诊时，已处于疾病发展晚期，如肝硬
化或肝癌。有专家报道，目前只有不到
2%的慢性丙肝确诊患者接受了基于干
扰素的抗病毒治疗。”

事实上，丙型患者即使体检结果显
示肝功能正常，不进行抗病毒治疗清除
病毒的话，病情依然是进展的。因此，

临床应重视对丙肝的筛查，主要是筛查
丙肝抗体，如果抗体为阳性，应及时进
行丙肝病毒核酸检测，以确认目前是否
仍存在丙肝病毒。胡中杰指出，丙肝和
乙肝的传播途径基本一样，即血液传
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血液传播
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共用针具静脉
注射毒品；输入被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
或血制品，使用被丙肝病毒污染、且未
经严格消毒的针具以及医疗和美容器
械等均可导致经血传播。“现在年轻人
喜欢纹身和穿耳孔，殊不知这些方式均
是潜在的经血传播方式。”为此，胡中杰
提醒：九大高危人群应重视丙肝的筛
查 ：即 有 输 血 或 血 制 品 史 者 ，尤 其 是
1992 年以前接受过输血者和接受器官
移植者；反复血液透析者；吸毒者中共
用非一次性注射器者；静脉内注射毒品
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丙肝感染者所
生的孩子；不洁性行为者；与丙肝感染

者共用剃刀、牙刷者；未经严格消毒而
镶牙、补牙、文身、文眉、穿耳洞者，应做
到半年或一年一筛查。

“近年来，随着检查手段的优化和
人们防范意识的增强，通过临床筛查出
的丙肝患者越来越多，这导致丙肝的报
告人数迅速增长。”胡中杰说，“但是，报
告病例数增加并不能代表新感染人数
增加，现在检查并报告的丙肝病例相当
一部分是之前感染的病例。

丙肝重在及时规范治疗

尽管丙肝发病隐蔽可怕，但其也有
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可治愈的
疾病，即抗病毒治疗有效，且在停药后
第 12 周和 24 周仍检测不到丙肝病毒，
称为 12 周和 12 周的持续病毒学应答，
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即为临床治愈。

“很多患者为求速效，听信偏方，接受了

错误、无用的治疗，导致丧失最佳治疗
时机，甚至使病情恶化。”胡中杰说，我
国《丙型肝炎防治指南》指出，聚乙二醇
干扰素α与利巴韦林联合应用仍是我
国现阶段最主要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临床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经过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
疗 48 周，近 80%的患者可获得临床较好
的治愈效果。

胡中杰指出，“近几年，国际上研制
出多种针对丙肝的口服抗病毒药物，称
为直接抗病毒药物（DAA），包括一些蛋
白酶抑制剂或聚合酶抑制剂，可使 97%
以上的初治患者获得较好临床治愈效
果。目前，部分 DAAs 已在我国完成三
期临床试验，不久将获批应用于临床，
丙肝患者将会有更多的治疗选择。”

丙肝无有效疫苗
防治还需从日常生活做起

由 于 缺 乏 有 效 疫 苗 ，相 对 乙 肝 而
言，预防丙肝更需依靠对患者的筛查、
治疗和人们的行为自控。“最佳的保肝
之道还在日常预防。”胡中杰指出，首
先 ，应 拒 绝 毒 品 ，不 共 用 针 具 注 射 毒
品。其次，生病时尽量到正规医院就
医，对牙科器械、内镜等医疗器具严格
消毒。最后，个人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不要在不安全的地方纹身、纹眉、纹
眼线、扎耳洞等。如果家庭成员或者朋
友得了丙肝，不用太紧张，只要不共用
牙刷、牙杯、剃须刀等卫生用具，是不会
被传染的。

此外，胡中杰提醒，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接触丙肝患者，如握手、拥抱、礼节
性接吻、共用餐具和水杯、共用劳动工
具、办公用品、钱币和其它无皮肤破损
或无血液暴露的接触均不会传播丙肝
病毒。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也都
不会传播丙肝病毒。 （晏珊）

女性腰围大患病风险大

银杏党参北芪排骨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