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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胃痛不一定是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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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今年 24 岁，从小就经

常被胃痛困扰， 每次出现不适感

时，我都会吃氟哌酸来缓解。 请问

这是不是胃溃疡，该怎么应对？

专家周晓倩： 从您描述的情况

初步看来， 并没有发现存在典型的

胃溃疡症状， 但不排除存在慢性胃

炎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受到

胃炎的困扰， 是有可能发展成为胃

溃疡的，而此时如再不注意，很可能

导致病情加重，进而出现胃穿孔。

建议您应先到医院做一个详

细检查， 看是否感染幽门螺旋杆

菌。 待明确诊断后，再接受针对性

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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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倩 贵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 重庆医科大学消化内科博

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皇家自由

医学院访问学者。

门诊时间：

周三全天

实习记者 陈佳艺 雷琴

本报记者 田坚 王杰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做客本报“健康热线”时提醒———

乱服止痛药 当心消化性溃疡来袭

本报讯 10月 9日下午， 贵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周晓倩，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

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消化性溃疡

的话题，与读者进行交流。

“经常胃痛是不是代表患有胃

溃疡？ ” 、“消化性溃疡总是反复怎

么办？ ” 、“消化性溃疡与幽门螺旋

杆菌有什么联系？ ” ……现场热线

刚一开通， 便接到不少读者来电咨

询有关如何防治消化性溃疡的相关

问题，专家周晓倩均一一进行解答。

周晓倩副主任表示，消化性溃

疡，主要指胃酸和胃蛋白酶等对胃

肠道粘膜自身消化作用而诱发的

溃疡，属于消化系统疾病中的一种

多发病、常见病。 由于该病症常发

生在胃和十二指肠，因此通常所指

的消化性溃疡，多为胃溃疡和十二

指肠溃疡。

同时， 该病的诱发因素较多，

除了与胃酸分泌过多、幽门螺杆菌

感染和胃黏膜保护作用减弱等因

素高度相关外，胃排空延缓和胆汁

反流、胃肠肽、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以及精神因素等，都可能诱发消化

性溃疡。

此外， 药物因素也是导致消化

性溃疡的因素之一。 对此周晓倩副

主任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头痛

脑热、关节肌肉疼痛时，一些人往往

会习惯自行选择吃芬必得、去痛片，

或是头痛粉等。 在这些止痛药物的

作用下， 是可以暂时缓解疼痛所带

来的不适感，但如此草率的做法，很

可能因药效掩盖病情， 导致延误诊

断，最终引发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 对于长期服用成分

不明止痛药物的痛风患者， 以及需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

令等药物的心脏疾病患者， 同样可

能因此类药物而导致消化性溃疡。

因此， 要想远离消化性溃疡，

就一定要尽可能避免上述高危因

素，特别是要杜绝滥用止痛药的行

为。 当然，在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时，

应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凭借经验

自行服药。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周晓倩（右），值守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

周晓倩副主任提醒，一旦患上

消化性溃疡，一定要引起重视。 如

果发现以下症状，应尽早就医。

首先，消化性溃疡常伴有上腹

疼痛， 且具有长期反复发作的特

点。 整个病程平均 6 至 7 年，甚至

更长。 特别是十二指肠溃疡，常存

在周期性上腹疼痛，且呈反复周期

性发作。 一般中上腹疼痛发作可持

续几天、几周或更长，每年都会发

作，且以春、秋季发作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消化性溃疡中的

节律性（节奏和规律）溃疡疼痛，与

饮食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和节律性。如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疼痛

特点为饥饿痛，疼痛在进餐或服制酸

药物后缓解，另有部分十二指肠球部

溃疡病人，发生夜间疼痛，甚至影响

睡眠。 此类型的疼痛，多出现于中上

腹部，或在脐上方、脐上方偏右处。

而胃溃疡疼痛较不规则，常在

餐后 1 小时内发生，经 1 至 2 小时

后逐渐缓解，直至下顿进食后再出

现上述节律。 该类溃疡的位置也多

在中上腹，但稍偏高处，或在剑突

下和剑突下偏左处。

一般消化性溃疡的疼痛，往往

表现为烧灼痛或饥饿样痛，且此类

疼痛多可耐受，但当长期慢性腹痛

患者突然出现持续性剧痛时，则表

示病情已发展到消化性溃疡穿孔。

除了上腹疼痛外，消化性溃疡

患者，还可能长期伴有烧心、反酸、

嗳气、恶心、呕吐等其他胃肠道症

状。 如发现上述不适症状，则应尽

早就医。

症状 常伴有上腹疼痛

专家课堂

周晓倩副主任说，幽门螺旋杆

菌是诱发消化性溃疡的一大因素

之一，据统计，我国 70 至 90%的消

化性溃疡患者，均感染有幽门螺旋

杆菌。

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途径较

多，首先，可在家庭内传染，如父母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其子女的感染

机会则比其他家庭高得多。

其次，可通过水源传染，该病

菌可在河水中存活 3 年。 同时，有

研究也证实，幽门螺旋杆菌可在自

来水中存活 4至 10天。 因此，要做

到喝开水不喝生水、吃熟食不吃生

食，牛奶则要在消毒后再饮用。

另外，该病菌还可通过口腔传

染。 一般来说，幽门螺旋杆菌是经

口腔进入人体的，该病菌可常存在

病人和带菌者的牙垢与唾液中。 因

此，平时要注意口腔卫生，防止病

从口入，这也是预防幽门螺杆菌感

染的重要措施之一。

还有就是通过食物传染。 中

国人的传统就是一桌饭菜一家人

一起吃， 特别是有些家长还喜欢

把食物嚼碎后喂给宝宝吃， 这种

习惯都会增加幽门螺杆菌传播的

机会。

当然， 是否有一个良好的生

活卫生习惯，也是避免感染该病菌

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在日常生活，

应做到饭前便后洗手等。 与此同

时，还应定期到医院，通过 C14 或

C13 呼气试验检测，确诊是否感染

幽门螺旋杆菌，同时，也能避免消

化性溃疡的发生。

对于患有消化性溃疡的患者

来说，要想科学应对该病症需多方

防治。 对此周晓倩副主任表示，首

先，在日常生活中，此类患者应保

持乐观的情绪， 做到规律生活，避

免过度紧张与劳累。

同时，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有

规律的进食，注意细嚼慢咽，避免

急食，因为充分咀嚼可增加唾液分

泌， 如此便能稀释和中和胃酸，进

而减少诱发或加重消化性溃疡的

可能。

对于病情处于急性活动期的

患者，应以少吃多餐为宜。 同时，要

做到戒烟酒，并避免咖啡、浓茶、浓

肉汤，以及辣椒酸醋等刺激性调味

品或辛辣的饮料。 当然，还应注意

餐间、睡前，避免吃零食。

此外，对于损伤胃粘膜的药物

也要避免，即停用诱发或引起溃疡

病加重或并发出血的有关药物，如

非类固醇抗炎药、 肾上腺皮质激

素、头痛粉、去痛片等。 如果必须用

上述药物， 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

采用肠溶剂型或小剂量间断应用，

同时进行充分的抗酸治疗和加强

粘膜保护剂。

在上述基础上，再在医生的指

导下，依据患者实际病情，进行应

对消化性溃疡的药物治疗。

本期嘉宾：周晓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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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发作期

苏打饼干可缓解症状

读者：家中有个亲戚，患有消

化性溃疡已有 2 年时间。 有饮酒、

抽烟、喝浓茶的习惯。 期间，曾接受

过治疗， 但病情存在反复的情况。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专家周晓倩：首先，建议该患

者应该避免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

例如饮酒、抽烟、喝浓茶等。 同时，

在病情发作急性期时，最好不要食

用辛辣、腌制等刺激性食物，因为这

些食物都会导致病情加重。

在此期间， 可适当吃一些苏打

饼干来辅助缓解症状， 并避免饮用

牛奶、豆浆等增加胃部负担的食物。

明确是否感染幽门螺旋杆菌，

建议该患者尽早到医院做一个胃镜

检查明确诊断，以免导致病情延误。

幽门螺旋杆菌

可致消化性溃疡

读者： 请问消化性溃疡与幽门

螺旋杆菌之间存在什么关联？

专家周晓倩： 一旦感染幽门螺

旋杆菌， 该病菌则会定植在胃壁和

十二指肠球部肠壁， 逐渐破坏胃十

二指肠粘膜屏障， 产生炎症反应直

接损伤胃粘膜， 人体内的胃酸等酸

性物质，就会对粘膜造成损害，进而

诱发消化性溃疡。这也是我国 70至

90%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均感染有幽

门螺旋杆菌的原因所在。

需注意的是， 消化性溃疡不会

传染，幽门螺旋杆菌则会通过口

腔、食物等方式进行传播。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要避免饮用生水，进

餐时多使用公筷等。 同时，要坚

持定期体检， 一旦发现感

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

要尽早接受药物等治

疗， 以免其损害身体

健康。

诱因 幽门螺旋杆菌是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