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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脂肪肝到肝癌仅四步！
浅谈每一步的拯救方法

□ 名老中医 宋和铭
脂肪肝到肝癌共有四步，即：
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
癌
过去我们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四者
之间的相关性，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数据的
累积，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
过程已经颇为明晰。每一步怎么拯救，往
下看——
第一步：脂肪肝
脂肪肝是肝脏“长胖”后的单纯性脂
肪肝，比如肥胖的人、爱喝酒的人、大鱼大
肉的人都容易脂肪肝。
拯救建议：
1、减肥。体重肥胖的人，可在医生建
议下减肥治疗，一般体重下降 5%～10%
后，
脂肪肝都会减轻，甚至逐渐消失。
2、保持运动。选择一项自己喜爱的
运动项目，坚持下去吧。跳跳舞、走走路、
太极拳等都不错。
3、荤素搭配。谷类、豆类、菌类、坚
果、蔬菜、薯类，都富含纤维素，可以适当
多吃。最好每天都有深颜色蔬菜，如油
菜、西兰花等深绿色蔬菜的维生素 K、钙
和核黄素含量比浅色蔬菜高很多倍。
第二步：肝炎
单纯性脂肪肝继续增加，肝脏就变成
了“仓库”，进入体内的脂肪覆盖在肝脏

上，肝脏好像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呼吸
困难，营养也难以送达，肝脏会开始反抗
发炎，
即脂肪性肝炎。
拯救建议：
目前，大约有 20%的脂肪肝已发展到
脂肪性肝炎的阶段。然而，B 超和 CT 无
法判断脂肪肝是否走上了“炎”路，如何知
道是否为脂肪性肝炎，最可靠的方法是做
肝穿刺活组织学检查。有以下情况，需进
行肝穿刺检查了：
1、本身有脂肪肝；
2、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半
年以上，并排除乙肝、药物问题。
第三步：肝硬化
炎症继续发作，就会刺激肝脏内纤维
组织增生，
“ 棉衣”逐渐加厚变硬，也就到
了肝硬化。
拯救建议：
1、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正规治疗。
2、医生一般会建议肝硬化患者补充
各种维生素，有改善肝细胞代谢、保护肝
细胞的作用。饮食应富于营养，易于消化
吸收。
3、肝硬化患者宜用产氨少的食物，如
大米、面包、玉米屑、乳酪、苹果、香蕉、葡
萄柚、葡萄、桃、梨、洋白菜、胡萝卜、菜花、
芹菜、
黄瓜、菠菜、
西红柿等。

第四步：肝癌
肝硬化之后，
如果患者还伴有糖尿病、
肥胖、高血脂，内分泌紊乱，人体的内环境
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异常，导致免疫系统监
督肿瘤发生的功能下降，不能清除异常的
变异细胞，进而癌变。部分脂肪性肝炎可
不经过肝硬化的形成，
直接转化为肝癌。
拯救建议：
1、
早发现
当身体出现这 7 种情况，应该立即医
院进行详细检查，看是否出现癌变，早发
现早治疗：
1)、没理由地感到疲倦乏力；
2)、莫名出现消瘦；
3)、消化道症状：暧气、消化不良、恶
心、
腹泻、食欲减退、
腹胀等；
4)、发 热 ：中 低 度 发 热 ，尤 其 是 在 夏
天，
37.5℃~38.5℃，一般持续 3~5 天；
5)、出血倾向：在早期肝癌患者中，常
发生牙龈出血、
皮下淤斑等；
6)、胸闷咳嗽；
7)、肝区疼痛。
2、
早检查
对于肝癌高危人群，特别是在慢性病
毒性肝炎患者中，男性 40 岁、女性 45 岁以
后发生肝癌的风险逐年增加。可每年至
少做 1~2 次甲胎蛋白化验和彩超检查。

■ 专家介绍：张爱琴，浙江省肿瘤医院
中医肿瘤科主任中医师

周拔一次真空火罐，
颈椎部位寒气会少一点。
”
8. 每年三伏贴。
因为坐门诊时说话比较多，张爱琴咽喉
不好，因此每年三伏贴，她总会贴一贴膝盖，
贴一贴咽喉，很有效果。
在此提醒，对于贴敷用药，不同的病对应
不同药方的三伏贴。医生会根据不同的症候
调整药方，将外治法的疗效尽可能达到最大
化。患者可到相关医院的针灸科等科室进行
咨询，别从网上随意购买。
9. 晚上十一点肯定入睡，早上五点半起
床。
张爱琴平时坐诊忙，但在她脸上丝毫看
不到一点终日对着电脑的暗沉脸色。问及有
什么保养诀窍，她坦言：
“ 睡眠对于人的精神
状态和皮肤很重要，晚上十一点我肯定入睡，
早上五点半起床。深度睡眠时间长。
”
夏季很多人习惯晚上开窗、开空调吹风
睡觉，这样做，在睡觉的时候是凉快了，但会
吹散卫护体表的阳气，第二天反而更加疲惫，
建议不要迎风而睡。
10. 养花养心性。
起床之后，张爱琴会给自己养的花剪枝、
浇水。养花养心性，四季皆可养花。
也可根据家人的身体状况，栽种一些药
用花卉，不仅可以观赏，还能调理身体，有益
健康。比如：百合花香气浓郁，是润肺止咳、
清心安神之佳品；丁香花不仅可净化空气，还
有健胃驱风、安神止痛、增进食欲之功；昙花
能清肺止咳、宁心安神，对气管炎、神经衰弱
有益。
（《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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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张爱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面
色红润、皮肤白腻，面带笑容，精气神足。说
起夏季养生经，她说：
“夏天比冬天更要抗寒，
必须得热着过。”
1. 每天嫩姜两三片。
夏季伏阴在内，暖食尤宜。而且这两个
月，只要逛菜场，有样蔬菜，张爱琴肯定必买，
“
‘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
嫩姜可
以温胃散寒、
增进食欲，
我们家从嫩姜上市，
吃
到嫩姜下市，
基本每天换着法子做嫩姜。
”
张爱琴分享了嫩姜的吃法：嫩姜不用去
皮，切薄片后，放在玻璃瓶内，放一点白米醋
和糖，腌渍两天，脆脆的，一点也不辣。如果
来不及腌渍，可以把嫩姜、黑木耳、肉片，一起
炒着吃。
“ 每天不用多吃，腌渍的姜片我只吃
两三片。”
2. 不吃冷饮或者棒冰。
不管夏季还是冬季，张爱琴不吃冷饮。
从中医角度来说，夏季有寒邪，一是来自于受
凉，如洗冷水澡、趟凉水、吹空调；二是从饮食
中而来，吃冷饮、冰镇水果等。这些寒邪，都
容易导致颈椎病或湿气难除等问题。
3. 淋到雨总会喝上一杯红糖生姜茶。
煮姜茶的姜，不能选用嫩姜，最好用姜味
浓郁的生姜，大拇指那样大一块，切片之后，
煮十分钟，把姜汁煮出来，放一点红糖，一杯
喝下，
挺舒服。
4. 上午一杯绿茶，下午一杯花茶。

老病人都知道，张爱琴看门诊，手边必有
茶，她笑着说：
“一天两杯水，我肯定少不了。”
两杯水指的是，上午一杯绿茶，下午一杯花
茶。
绿茶有清香，沁人心脾，清早喝绿茶，感
觉精气神都被打开了；花茶张爱琴会选这四
味：安徽滁菊、枸杞能明目，玫瑰花、铁皮石斛
花能疏肝解郁，四味料清香，一般体质的女性
都可以喝。
5. 见缝插针进行站桩。
工作间歇有点时间，张爱琴会见缝插针
进行站桩。
“ 百练不如一站，以前习武的站桩
是为了长功力，但我觉得站桩的养生功效，在
现在更有意义。”两脚与肩同宽，两膝微屈，双
臂平举，手不高于肩，
周身放松，两目微闭。
站桩简便易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每天坚持 10-15 分钟，就能让颈椎和脊椎得
到放松，而且站桩时，呼吸调整加深，有利于
肺部健康。
6. 空调房里护好颈椎和膝盖。
张爱琴通常会在白大褂里穿着一件半高
领连衣裙，裙子过膝，她解释说：
“一般夏季空
调开得很足，
要保护颈椎和膝盖。”
古代医家朱丹溪曾提出“妇人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而现在的情况是，现代女性不仅
阴虚，也“阳常不足”。健康关键在于护阳气，
尤其是颈椎、膝盖等容易受寒邪侵袭的部位。
7. 一周拔一次真空火罐。
“在冬季，
人们更加注重防寒保暖，
不爱贪
凉。从养生角度来说，夏天比冬天更需要抗
寒。”张爱琴分享了自己拔罐的抗寒方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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