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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胃肠病高发，市中医院消化二科主任王胜英教授说，这与人们热天吃冷饮、吹空调和喝酒、熬
夜有很大关系。 去除这些致病因，以中医辨证施治，治疗调理，对于门诊患者来说尤其见疗效。

急治标，缓治本，辨证护卫胃肠肝
药治疗，再加上局部灌肠给药，疗效稳定，

副作用少，广泛用于临床后，深受患者好

评。 ”

消化系统包括食管、胃、肝、胆、胰、小肠、大肠等，夏季人们
冷食过多、起居无常，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高发期、多发期。 徐州

分型治疗肝病，扶正祛邪标本兼治

市中医院消化科坚持中西医优势互补， 突出中医诊疗特色，在
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科普病的基础上， 已研究出胃病系列方、
慢肝系列方等专科用药，在某些疑难病如酒精性肝病、自身免
疫性肝炎、 胆汁瘀积性肝硬化等慢性肝病的治疗方面成果显
著。
王胜英教授说，中医急治标，缓治本，尤其是脂肪肝、酒精

“
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要将患者的

生活质量。 消化科不断探索亚专科建设

检中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在中医院接受一

病情诊断清楚，大的治疗方向要明确，诸

方向， 积极开展专病建设， 已开设酒精

段中医调理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如在晚期肝硬化出现消化道出血、 腹膜

肝、脂肪肝、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自身

炎等急慢性并发症时， 首当其冲的还是

免疫性肝炎等专病门诊。

同样是脂肪肝， 其症候分型各有不
同。 王胜英说，诸如湿热蕴结型表现为右

西医，用西医的手段把症状控制住后，在

正常人的肝组织中含有少量的脂

肋胀痛或胀满不舒、 口苦咽干、 形体肥

生命指征安全平稳的情况下， 再一步一

肪，如果肝内脂肪蓄积到一定程度，就称

胖、舌红苔薄黄稍腻、脉弦滑稍数，中医

肝、溃疡性结肠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胆胰疾病、胃炎及胃溃

步慢慢调理，发挥中医的优势。 ”王胜英

为脂肪肝。 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病

治疗时应以清热利湿、疏肝化痰为主；痰

疡、胃肠道功能性疾病，单纯西医疗效欠佳，该科通过中医中药

介绍， 中医院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毒性

理改变， 脂肪性肝病正严重威胁国人的

瘀阻滞型肝病则会脘腹痞闷、肝脏肿大、

特色治疗，辨证论治，加强个体化治疗，疗效满意，深受患者好

肝炎、 肝硬化改善临床症候和肝功能损

健康， 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

舌苔白腻、脉弦滑或脉涩，对这类脂肪肝

评。

害上，疗效较单纯西药明显，可增强人体

肝病，且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 在脂肪肝

应以化痰散结、活血通络为主；肝郁气滞

自身免疫力，调节营养代谢失调。

治疗上， 市中医院消化科根据多年的临

型肝病胸胁胀闷、恶心呕吐、舌质暗红、

中医治疗肝病历史悠久。王胜英说，

床研究， 并结合中医古代文献中有关该

苔薄白、脉弦细，应给以疏肝健脾、理气

中医具有调节整体脏腑功能、扶正祛邪、

病的论述以及现代各医家临床观点，提

活血。 此外，中医还有特色针刺、耳针、耳

惫、胃肠紊乱。 王胜英说：
“
疾病的发

调理气血等功能， 在慢性肝病的治疗上

出了化浊祛瘀法， 在治疗非酒精性脂肪

穴埋豆、经穴磁导、穴位注射等多种方式

工作压力变大，情绪容易焦躁，再加

展与个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治

通过疏肝理气、补气活血、滋补肝肾、温

肝和酒精性脂肪肝、 阻止脂肪肝慢性病

针对性治疗。

上饮食不洁、喝酒、熬夜，劳累，生活

疗疾病的前提是去除病因， 疾病才

阳利水等方法， 可以极大地提高患者的

程中收到了良好的疗效， 许多在单位体

夏季胃肠病高发，祛病首要杜绝病因
“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

不规律，就造成了胃肠病的增多。 ”

不会反复发作。 现代人饮食睡眠没

王胜英主任说，患者来医院就诊，诊

规律， 在经常加班加点的特殊职业

断准确是治疗的基础， 正确的诊断

人群中，消化疾病尤其多。 而工余时

决定了下一步治疗的方向和愈后效

间，人们为了缓解、放松，又过度地

果。 经过一定的检查，需要手术的可

运动、游戏、应酬，不但不能让透支

手术， 不需要手术的可以内科保守

的身体得到恢复，反而雪上加霜。 研

治疗， 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

究表明， 每个人的睡眠都是由自己

疗对门诊患者来说非常有效。

的生物钟所控制， 生活无规律会造

王主任说， 女性患者比较容易
受情绪影响，有的人经常生气，尤其

成生物钟的紊乱、 自身免疫力下
降。 ”

是四五十岁快到更年期的年龄，本

王主任提醒， 有规律地进餐有

来胃肠功能就差，脾胃虚弱，再加上

助于消化腺的分泌而利于消化，每

家事单位事的困扰和更年期的影

日三餐要定时，每餐食量适度，避免

响，导致肝火旺盛，上热下寒，这种

过饥或过饱。 情绪与疾病有着密切

情况就需要用中药来舒肝理气、健

的关系，发怒、紧张都可能导致自身

脾和胃。

保护修复机能减退， 保持愉快的心

没有节制的生活易导致精神疲

情也很重要。

辨证辨病治疗，为个体提供专业护卫

内镜诊疗技术先进，术后中医护理加速康复
近年伴随着消化内镜新技术迅猛
发展，普通白光内镜已经无法满足早期
病变检出的需求，NBI+ME 即电子内镜
染色加放大技术因此应运而生，
NBI+ME 能突显消化道黏膜表面腺管
开口和微血管形态，以此判断病变性质
及浸润深度，选择诊疗方式。
市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刁凌
云介绍：
“
运用 NBI+ME 可以更早地发
现消化道肿瘤，通过超声内镜实时环扫
可获得胃肠道隆起物的层次结构、组织
学特征及周围临近脏器的超声图像，对
判定消化道黏膜下肿瘤的起源与性质，
鉴别溃疡的良恶性、评估外科切除的可
能性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

通过内镜下对消化道息肉进行早

患者不同的病情，开展穴位贴敷、平衡

期彻底干预可阻止其癌变的发生，内镜

火罐疗法、诸穴闪罐、走罐疗法、中药榻

刁凌云医师擅长运用电子染色内

下摘除具有疗效好、 并发症少等优点。

渍治疗、中药熏洗、中药足浴治疗、埋线

镜和放大内镜早期发现消化道肿瘤，通

常用的内镜下摘除方法有高频电切除

疗法、中药保留灌肠、耳穴压豆、艾灸、

有一位来自农村的慢性胃病女

这就造成了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的局

过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可完整切除病变，

术、 微波烧灼法和氩气刀烧灼法等，除

穴位按摩等多种中医特色疗法，疗效显

患者在外院多方治疗不佳，非常烦恼，

面。 中医辨证施治时要看患者是以实

可一次性完整切除病变，避免了开腹手

此之外，本科已开展了内镜下黏膜切除

著。

更加重了病情。患者来到市中医院后，

症为主还是以虚症为主，急治标、缓治

术的痛苦和器官切除，可以达到根治效

术、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等新技术，并发

刁凌云说：
“
对于肿瘤术后患者，

王胜英主任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本，或标本同治。 首要控制主症，然后

果，且费用低廉。 这一新的治疗手段在

症少，恢复快，一次性切除病灶，术后复

运用中医疗法益气健脾、扶正培本可以

的方法，为其健脾益气、疏肝理气活

再治疗兼症，对虚症的人用补药、对寒

市中医院消化科独立开展后，在临床上

发率低。

血，治疗两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

症的人用温药、对于虚实相兼的人采

收到良好的疗效，为许多消化道早癌患

取补虚泻实等措施，全面改善患者临

者彻底解除了疾病痛苦。

王主任介绍，目前认为慢性非感
染性胃肠道功能性疾病多数病因尚

床症状，促进胃黏膜修复和炎症消退，

未彻底阐明，但这类疾病在临床上发

从而达到胃肠功能的恢复。 ”

病率很高，症状繁多，反复迁延，给患

据介绍，市中医院消化科在中西

者带来痛苦，中医通过辨证个体化治

医结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

疗，常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前病变方面收到良好效果，中药对胃

“
西医对同一类患者用的是同样

黏膜的急性炎症性病变消退、胃黏膜

的药，但其实每人的个体差异往往很

萎缩和肠上皮化生的缓解和逆转、消

大。 ”王胜英说：
“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

化性溃疡的治疗效果明显，并能减少

因人而异，即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

复发，具有副作用少、费用低、疗效稳

取不同的方法辨病施治。 中医将疾病

定和依从性好的优点。

的症状分为寒、热、虚、实几大方面，但

西药、中药各有所长。 王主任说：

现实中往往比较复杂，刚刚有一个小 “
西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多大剂量使
伙子的胃病就是吃冷饮和烧烤造成

用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以尽快控

的，这是实症，但他原来的体质属脾胃

制病情，但此类药物长期使用副作用

虚寒。 还有的人情绪波动大，脾气急

极大。 中药对改善胃肠道的功能紊乱

躁，肝火旺，但身体底子是脾胃虚寒，

具有较好的疗效，我科对患者给予中

改善患者营养不良状态， 缓解乏力、消

手术之后的治疗及护理是患者是

瘦、食欲不振等消化道症状，提高机体

否能及时康复的关键所在。本着以人为

免疫力，降低术后复发率，防治并发症，

本，个体化、治未病的原则，消化科根据

进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

专家简介：
王胜英 市中医院消化二科科主任 主任中医师 教授 院名中医
1988 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
中医肝胆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州市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市
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州市中医院消化二科主任。 1992-1993
年南京鼓楼医院全国消化学习班学习，1997 年 301 医院全国超声介入学
习班结业。 从医三十年来，医道严谨、基础扎实，本着中医为基础，西医为
指导，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治学宗旨，一直从事消化内科专业及消化内镜
的检查和治疗工作，胃肠镜操作娴熟，擅长消化系统疾病如：急慢性胃炎、
返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功能性肠病、炎症性肠病等疾病
的诊断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对急慢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胆石
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发表国家及省级论文十余篇，消幽颗粒治疗幽门螺
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课题，2011 年获徐州市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研制自制剂温中和胃汤治疗虚寒气滞型胃肠病，调脂汤治疗脂
肪肝、高脂血症，疗效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