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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现场花絮

专家课堂

专家简介

64 岁的杨先生腹泻已有 30 多年时

间，吃过药、看过医生，却始终不见好转。杨

先生说，对这个病，他已经要失去信心了。

在得知本报邀请专家讲解慢性腹泻的消息

后，杨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来到了

现场。

杨先生说，1981 年，因为肿瘤，他曾接

受过 2个月的放疗，此后他就开始腹泻。医

生告诉他这是放射性肠炎。 “我自己买了

一种中成药来吃， 稍微好点， 但是断不了

根， 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是

怎么回事” 。

经过详细的询问， 赵琦认为杨先生多

年来治疗一直没有对症。 “放射性肠炎是

能够自己修复的，患者 30多年都没有再进

行过放疗， 所以现在肯定不会是放射性肠

炎，而是其他的问题。 ” 赵琦告诉他，即便

大便常规检查正常， 但是也很有可能是非

特异性肠炎， 所以还是建议杨先生先进行

一次系统检查，排除器质性慢性腹泻后，再

针对病因展开治疗。

节目结束后， 杨老伯再三对赵琦表示

着诚恳的感谢：“谢谢主任、 谢谢主任，现

在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 ”

本版文字 /黄星 本报记者 田坚

李慧超 摄影 /李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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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消化内科专家赵琦，

做客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时提醒———

本报讯 拉肚子是一件常见事。 也正

因如此，人们往往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9

月 12日，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

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赵琦，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

热线” ， 就慢性腹泻的防治与读者交流。

赵琦表示，慢性腹泻是一种疾病，市民不

要觉得拉肚子没关系，而应及时前往正规

医院检查、治疗。

本期热线中，64 岁的杨先生作为患

者嘉宾来到现场， 与专家面对面地交流，

并得到了专家的现场问诊。

据赵琦介绍，正常人排便次数为每周

3次至每天 3次， 粪便含水量 60% - 80% ，

粪便量一般少于 200g/天。 当粪便稀薄

（含水量超过 85% ）， 且次数超过 3 次 /

天，排便量超过 200g/天，粪便有粘液、脓

血或未消化的食物， 儿童 24小时排便量

超过 10g/kg时则为腹泻。 若病程超过 6

周则为慢性腹泻。

偶尔一次的腹泻不是大问题，但是长

期的腹泻却会给人体带来很大伤害，如营

养不良、脱水、乏力、贫血、抵抗力下降、维

生素缺乏等等。

在当天的热线中，许多打来电话的患

者腹泻史都超过 10年， 却从未前往医院

检查，只是自己买点药来应付。赵琦表示，

慢性腹泻的病因多种多样，患者自行买药

吃，往往无法达到从根本上去除病根的目

的。因此，当慢性腹泻发生时，建议患者及

时前往正规医院检查，由专业医生给出治

疗方案。

腹泻 30年

来找专家解困惑

长期刺激肠胃 易引起慢性腹泻

火锅、烧烤、冻啤酒是很多贵阳人

热爱的食物，但这些食物往往会对肠胃

造成刺激、甚至损伤，引发腹泻。 赵琦表

示，如重庆火锅之类辛辣食物，易引起

急性腹泻； 而烧烤食物中因为含有细

菌，可能会导致感染，尽管引发的同样

是急性腹泻，但是长期的刺激，便会导

致慢性腹泻的发生。

慢性腹泻病因有很多，包括细菌感

染、炎症、肿瘤、免疫系统疾病等，大多

数腹泻并非由单一机制引起，而是在多

种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下发生。 据赵琦

介绍， 医学界将慢性腹泻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功能性腹泻， 一类是器质性腹

泻。 器质性腹泻是由于肠道黏膜病变、

肠道传输功能缺陷、消化缺陷、胆盐刺

激、小肠内细菌繁殖过度、内分泌紊乱

等引起。 功能性腹泻则是仅有症状，而

无明显脏器改变的腹泻。 目前像肠易激

综合征这一类功能性胃肠道疾病越来

越多，成为引起慢性腹泻的重要疾病。

中医角度认为，慢性腹泻基本病机

为脾虚，因此，慢性腹泻患者可以通过

中医辨证论治， 对其根本进行治疗；而

西医更重视对因治疗，所以需要找出病

因，对症治疗。

服用蒙脱石散 应与其他药物分开

市民拉肚子常买的药就是蒙脱石

散，赵琦提醒，蒙脱石散的确有止泻作

用，但应与其他药物分开使用。 蒙脱石

散对消化道内的细菌、病毒及其产生的

毒素、气体具有极强的吸附作用，从而

起到止泻效果。 但同时它也会吸附其他

同服的药物，如抗生素等，快速吸附氟

哌酸的成分和活性益生菌并与之结合，

使这两种药物的成分无法被胃黏膜充

分吸收，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对于慢性腹泻来说，止泻药虽

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止泻作用，但是并不

能从根本上去除病因。 例如当天来到现

场的患者杨先生，就一直在服用一种中

成药物，虽然有效，却断不了根。 在对患

者药物进行查看后，赵琦表示该药物中

含有罂粟壳，能止泻、止痛，但是未能从

根本上去除病因，所以患者腹泻病症一

直存在。

赵琦表示，慢性腹泻患者切勿自己

随便买药，或是听信偏方，应及时前往

医院系统检查，明确病因对症治疗。

腹泻期间 需及时补充水分

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患者一定要

补充水分。 赵琦介绍，当腹泻特别严重，

伴有发热、腹痛等症状时，患者应禁食。

腹泻症状好转后，可食用少渣、无刺激

性食物，由少渣、少油食物过度到半流

食、软食、普通食物，可食用粥、面条、面

片、小馄饨、豆腐、蒸蛋羹、小肉丸、鱼

丸、 菜泥等。 禁食油煎或油炸食物，芹

菜、韭菜、萝卜、咖啡、酒类、浓茶、刺激

性调味品及生冷食物， 也不要喝牛奶、

豆浆等易产气的食物，以保证肠道充分

休息。

在生活中，可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

食物，如阳虚体质患者，应选择温性食

物、少吃生冷刺激性食物；湿热体质应选

择偏凉或比较平和的食物；乳糖不耐受

患者应避免乳制品饮食；炎症性肠病患

者，食物应以优质蛋白、高维易消化食物

为主。

� 专家赵琦（右）做客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与市民交流慢性

腹泻的防治话题

赵琦：硕士，主任医师，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现任中华

中医药学会脾胃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西医结合消化

学会贵州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消化学会贵州分会常

委。长期致力于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内镜的

操作及镜下治疗， 尤其擅长于中西医结合治疗胃肠疾

病，对腹泻、便秘以及脂肪肝等的诊治有较多心得。 2006

年于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进修，在内镜检查、内镜下

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门诊时间：周三全天、周六上午（贵阳中医二附院）

周四全天（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

慢性腹泻患者 建议先查肠道

我今年 63 岁， 腹泻已经有四五年，每

天拉肚子三四次，有时还会水泻。请问

该怎么办？

专家赵琦： 患者腹泻时间已经达

到慢性腹泻的标准。 建议患者先进行

肠道检查，明确腹泻病因。医生通过对

患者大便成分的分析， 可以判断患者

是功能性腹泻，还是器质性腹泻。若是

前者， 可通过中医进行治疗； 若是后

者，可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胆囊切除后 肠道易受刺激

我 10 多年前进行了胆囊切除术，然后

就一直腹泻，最近更是严重，有水泻情

况，而且觉得乏力、疲惫。 我吃了一些

氯化钾片， 感觉好点， 但还是腹泻不

止。 请问怎么办？

专家赵琦：从中医角度说，胆是人

体阳气积发的地方，因此胆囊切除后，

人体容易脾肾阳虚， 这也是腹泻出现

的原因。患者腹泻 10多年，感觉乏力、

疲惫，都是脾肾阳虚的表现。 另外，胆

囊切除后，胆汁直接排入肠道，也会刺

激肠壁。

患者服用氯化钾片后之所以感觉

好， 是因为长期的腹泻导致患者体内

电解质紊乱，出现钾低，这也是腹泻的

一个并发症。由于胆囊切除后，患者结

肠癌发病率会高于常人。 所以建议患

者还是先进行肠道检查，明确病因。

常用导泻药 易致慢性腹泻

我今年 78 岁，原来一直便秘，就吃了

各种药，但是从今年 2 月份开始，突然

就出现腹泻，每天两三次，医生说是炎

症性肠炎， 但是吃药 4 个多月也没效

果。 我该怎么治？

专家赵琦：患者因便秘长期服用

导泻药，这些药往往含有大黄等苦寒

性质的成分，长期摄入这些成分会损

伤脾肾，这也是患者会出现腹泻的原

因。 但是一般炎症性肠炎治疗 3个月

后是可以获得改观的， 但患者治疗 4

个月依然无效，说明不一定是炎症性

肠炎。 因此建议患者前往医院进行详

细系统的检查。

糖尿病后期 容易腹泻

我是一个有 13 年糖尿病史的患者，最

近 5 年一直拉肚子， 一天腹泻次数超

过 10 次，全部是水样。 请问这与我的

糖尿病有关吗？

专家赵琦： 糖尿病后期患者很容

易出现脾肾阳虚，所以腹泻会明显。患

者可前往正规中医院， 通过中药调补

脾肾，不仅有助于缓解腹泻，甚至可能

对血糖会有所改善。

患者杨先生（左）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慢性腹泻伤人 查肠道明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