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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YMG全媒体

记 者 李俊
玲 通 讯

员 王永
梅 摄

影报道）
3 月 18 日

是 第 21 个
“ 全 国 爱 肝
日”，今年的主

题 是 “爱肝护肝、防治
结合、遏制肝炎”。我国是全球感染丙肝人数最多
的国家之一。“相比乙肝，丙肝的症状更加隐匿，不
易察觉。”奇山医院肝病三科主任于海峰向记者介
绍说，初期丙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感染过程不明

显，这就使丙肝更容易被忽视。丙肝病情进展缓
慢，80%的患者在长达20-30年的潜伏期内可能
没有症状，当症状出现时往往为时已晚。一旦感
染丙肝，肝脏的损害就会持续进行，致使肝脏反复
发生炎症，约有20%左右的慢性丙肝患者会发展
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于海峰主任告诉记者，肝脏是位于人类腹腔
右上腹部的一个重要脏器，主要承担着解毒、合成
和代谢等功能，各种损害肝脏的因素引起的肝组
织学炎症损伤都属于肝炎。肝炎分为很多类型，
包括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自身
免疫性肝炎等。大众理解的肝炎，一般指病毒性
肝炎，具有传染性，常见的有甲型病毒性肝炎、乙
型病毒性肝炎、丙型病毒性肝炎、丁型病毒性肝炎
和戊型病毒性肝炎五种。临床可通过化验检查来
确诊。食欲减退、恶心、上腹部不适、肝区痛、乏力

为其主要表现。部分病人可能会有黄疸发热和肝
大伴有肝功能损害。乙型、丙型肝炎可慢性化，甚
至发展成肝硬化，少数可发展为肝癌。

于海峰表示，多数人是因其他原因做血液化验
时才发现丙肝的。因此存在感染高危因素者，比如
1993年以前曾输血或单采血浆回输血细胞的，在
非正规场所做过拔牙、修足、文身、穿耳孔等操作,
使用过非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男男同性恋者等，
建议到正规医院检测血丙肝抗体(HCV-Ab)。丙
肝抗体是人体免疫系统因丙肝病毒入侵做出的反
应，单纯丙肝抗体阳性并不能确定体内存在丙肝病
毒感染，需要检测血液中的丙肝病毒核酸(HCV-
RNA)，如果能检测到HCV-RNA,就可以肯定存
在感染。确诊丙肝之后，还应该评估疾病严重程
度，需要完善血常规，肝功能、甲胎蛋白、肝胆胰脾
超声检查等，看有无进展至肝硬化或肝癌。

丙肝病情进展缓慢，潜伏期长
专家提醒：关注丙肝，防患于未然

在烟台市博物馆中，有八张北海币。
1942年发行的面值为一元的3张。
1944年发行的面值为一元的1张。
1945年发行的面值为一元的2张。
还有两张面值为一元的发行时间不详。
均为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
北海银行由掖县（今莱州市）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在1938年春创办。
这是山东省第一个人民的银行，逐步发展成遍及山东

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
成为后来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银行之一。
北海银行在对敌开展经济斗争、保证供应、改善人民

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伪政权向包括胶东在内的各

抗日根据地大量流入法币，造成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受
到严重危害。

1942年9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在北
海、东海两区停用法币，并大量发行北海币。

这八张纸币，是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
确定以北海币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粉碎敌
人利用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的阴谋的历
史证物。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歆茹
王一鸣 实习记者 潘美慧 通讯员 曹洪
阳 姚建辉 摄影报道）3月 17日，是第
93个“中国国医节”，这个节日是专门为
弘扬和传承中医文化而设立的。关于中
医您了解多少？看中医就是吃中药？开
春后如何通过中医养生？“中国国医节”
这一天，记者来到烟台市市直机关医院，
邀请内科主任林娟为我们一一解答。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通过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来判断患者的
身体情况，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
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
调和，从而得到康复。”林娟告诉记者，中
医在我国充分发挥着防病治病的独特优
势和作用，在疫情防控中，中医也起到了
非常显著的作用。在今天，中医药传承

创新和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
开春后，体内阳气生发，积累了一个

冬天的寒湿、毒素在春季里最易排出，林
娟为我们展示了春季养生操的做法：把
手自然水平向上打开，保持垂直，一条腿
在前、一条腿在后形成弓步进行扭转，扭
转时要面向前方，下半身不动，上身保持
垂直，两个胳膊就像扭毛巾一样。林娟
介绍说，春季肝胆当令的时候做艾灸、跑
步、做养生操都是对肝胆最好的照顾，养
生操每天坚持做上36次，人体的肝胆经
络便会格外畅通。

现实生活中，不少老年人更习惯选
择中医治疗。针对老年人的中医理疗
有针灸、推拿、刮痧、压耳穴等，但有些
老年人害怕针灸。对此，林娟介绍了雷
火灸这一中医特色灸法，它是借助艾柱
燃烧时产生的热力、红外线辐射力和药
化因子、物理因子，通过经络和腧穴的
循经感传，发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祛
风除湿、消肿止痛的作用，达到防病治
病的目的，理疗时间在20至25分钟，较
为适合老年人。

很多人觉得，中医养生和年轻人没
有太大关系。采访中，林娟表示，中医养
生并非只是老年人的事。当下，年轻人

经常熬夜，作息、
饮食不规律，运
动 后 洗 凉 水
澡 ， 喜欢吃冷
饮 、
喝
冰
啤
酒 ，
诸 多
不良生
活 习 惯
都会影响
身体健康，因
此，年轻人更应该
注意调节自己的
情绪，健康饮食，
调整好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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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伊始，天气回暖，作为“靠海吃海”的城市，烟台本
地小海鲜渐渐多了起来。一大早，YMG主播钰峰、张洁来
到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感受刚刚上岸的开春

“第一鲜”！海怪、天鹅蛋、红虾、爬虾、笔管蛸、小杂鱼等海
鲜应有尽有。100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试试看，走起！

如果想吃海鲜，春天是一年当中的黄金季节，被称为海
鲜“第一怪”的海怪只有在春天才最好吃。在烟台九田国际
水产品批发市场，几个摊位都在出售海怪，从大到小价格也
不同，个头稍大的每斤25元，个头小一点的每斤18元。

“海怪从小就生长在海螺里，所以它又叫寄居蟹，卖的
时候一般都把它从海螺里抽出来，要不好多人不认识。”一
位批发商说。摊位上的海怪酷似螃蟹，却没有螃蟹盖，带
刺的大腿就和大螃蟹腿一样，说它像虾又不是虾，因为它
长得四不像，就被人们称为“海怪”。

据摊主介绍，春季的“海怪”最肥、最鲜，过了这个季节
就不好吃了，海怪尾部蟹黄部分是最有营养的，还有它的大
腿肉最鲜、最嫩，其他地方没有肉，也不好吃。

“加工好的一斤能称四五个吧，回去包饺子、包馄饨、
做汤都特别鲜！”行至一个摊位前，摊主一边剥天鹅蛋一边
吆喝着。在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摊位上的天鹅
蛋有带壳和剥壳的两种，带壳的每斤在12元左右，剥壳的每
斤在30元左右。开春之后，天鹅蛋肉质越来越肥美，现在正
是吃它的好时候！

天鹅蛋为啥叫“天鹅蛋”？摊主解释说：“天鹅蛋其实
只是烟台土话的说法，并不是天鹅下的蛋，天鹅蛋学名紫
石房蛤，属于海洋双壳贝类，是沿海海产品之一。因为它
的体形大，长得像鸟卵，又和天鹅一样稀有难得，所以才叫
天鹅蛋。”天鹅蛋一直是烟台人最青睐的海鲜食材之一，可
以用来做汤、葱油、包馄饨。

初春的海鲜市场，海虹也非常受市民
喜爱，不仅味道鲜美价格也很亲民，大约在
3元左右一斤。 YMG全媒体记者 王力
黄钰峰 张洁 李伟嘉 隋华楠 摄影报道

既然丙肝如此可怕，人们又该如何预
防呢？对此，奇山医院肝病二科主任丁坤
介绍，丙肝主要通过输血、针刺、吸毒、性接
触等途径传播。所以目前丙型肝炎的预防
措施主要包括以下这几方面。

首先，做好自身保护，不与他人共用注
射器、剃须刀及牙具等,拔牙、洗牙和文身等
应到正规医院，日常生活中避免直接接触
他人血液。做到洁身自好，建议HCV感染
者使用安全套。

其次，增加对丙肝的主动检测。人们
在健康体检时可以将丙型肝炎检测纳入健
康体检范畴;尤其备孕妇女最好进行丙型肝

炎筛查,一旦发现丙型肝炎,应在分娩并停
止哺乳后进行抗病毒治疗。

还有就是要预防母婴传播。对 HCV
RNA阳性的孕妇,应避免羊膜腔穿刺,尽量缩
短分娩时间,保证胎盘的完整性,减少新生儿暴
露于母血的机会,避免母婴传播。凡符合抗病
毒治疗指征的HCV感染者均应进行治疗。

丁坤主任强调，目前丙型肝炎病人是
可以治愈的。除规范治疗肝病外，要做到
生活上动静结合，有规律；饮食上适量进食
优质高蛋白，适当补充维生素等，需要到正
规医院请专科医生制定规范的个体化的治
疗方案并监测有关不良反应。

丙肝主要通过输血、针刺等途径传播

今天是“全国爱肝日”，近年肝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小心，你的“小心肝”

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

100元买遍海鲜市场！
YMG主播九田市场里寻“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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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个“中国国医节”来了

看中医就是吃中药？你out了！

全国爱肝日是在我国
乙肝、丙肝、酒精肝等肝炎
肝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人民
健康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
下，为集中各种社会力量，
发动群众，广泛开展预防肝
炎肝病科普知识宣传，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而设立的。

全国爱肝日时间定在
每年的 3 月 18 日。每年选
定一个宣传主题。

自2001年起，全国各地
有关机构、医院、学校每年
在这一天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爱肝科普公益宣传活动。

全国爱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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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21个“全国爱肝日”，今年
的主题是“爱肝护肝、防治结合、遏制肝
炎”。近年，我国乙肝、酒精肝、脂肪肝等
肝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提高人
们对自己的心“肝”宝贝的重视程度已刻
不容缓，面对肝病我们应该怎么做？日
常生活中，应该如何保护肝脏？带着这
些问题，YMG全媒体记者来到毓璜顶医
院消化内科，听听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
莉的建议与提醒。

土三七泡水喝造成肝损伤

中草药和保健品一直是人们生活中
青睐的养生品，今天63岁的张阿姨热衷
于养生，却因盲目饮食中草药，造成不可
逆的肝脏损伤。到医院时已经出现明显
的黄疸和肝硬化腹水的症状。经过一系
列检查，又经过家里人反复询问才得知，
老人之前每天都在用邻居给的土三七泡
水喝。因张阿姨长期食用土三七，目前
已造成不可逆转的肝硬化。

王莉介绍，生活中随意盲目用药，尤
其是民间药方、祖传秘方等不明成分的
药物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肝脏损伤，进
而引发药物性肝炎甚至肝硬化。比如土
三七，它的外观与三七大致相同，很多人
难以区分，就经常误用土三七泡水泡酒
饮用，造成肝脏损害。而一些养生类保
健品，因为成分复杂，也会给肝脏代谢带
来沉重负担。

有这些症状，你该小心了

肝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王莉告
诉记者，从接诊患者情况来看，四五十岁
的中年男性罹患肝硬化的情况较多，这
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于母婴垂直传播，自
出生就携带病毒，在这一年龄段到达了

发病的高峰期。
由于慢性肝炎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而直接发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容易被
忽略。所以，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乏
力，恶心，食欲不振，厌油腻、腹胀、腹泻、
尿黄、肝区疼痛等状况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还有一部
分是因为大量酗酒造成了不同程度肝硬
化。“经常喝酒的人患肝病的几率要高出
很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饮酒一定要适
量，切勿长期酗酒。”王莉表示，长期大量
饮酒会加重肝脏的负担，为了完成代谢
任务，肝脏就得超负荷工作，时间一长，
肝脏就会承受不了，容易患上肝病。

要想肝健康，预防是关键

“肝炎分为很多种类，不同类型的肝炎
预防措施也有所不同。”王莉介绍到，像甲

型戊型病毒性肝炎急性期患者需要进行隔
离，降低传播风险，因为甲型戊型病毒性肝
炎经消化道传播，也就是说是指口传播、口
口传播，所以要避免与甲肝戊肝患者共同
进餐、做好碗筷的消毒，做好分餐制，搞好
个人卫生，做到饭前便后要洗手，加强粪便
及水源的管理，以便切断传播途径。

而乙型丙型肝炎则不需要隔离。乙
肝、丙肝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
传播等途径传播，所以要严格筛选献血
者，避免输注患有乙肝丙肝患者的血液，
同时做好疫苗的预防接种，使机体产生
抵抗病毒的抗体，做好个人防护，比如去
美容院、理发店，要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剃须刀等。对于酒精性肝炎就需要控制
饮酒量乃至戒酒；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要
控制脂肪摄入量、控制体重、控制肥胖、
适量运动，避免脂肪性肝炎的发生。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黄钰峰 李伟嘉

通讯员 李成修 吴佳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