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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冯华,消化内科学博士,山东
省立医院消化科主治医师,山东
省青联委员,主要从事消化系统
疾病的临床和研究以及消化内
镜的诊疗 ,在病毒性肝炎、药物
性肝病、肝硬化、急性胰腺炎、
功能性胃肠病以及内科复杂疑
难病症方面有一定研究。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大众健康管理中心

正确对待胆囊息肉(上)

经常有亲朋好友打来电话或者
患者拿着查体报告来到门诊焦急咨
询，说自己长胆囊息肉了，严不严重？
会不会恶变？今天笔者就大家关心的
这些问题给读者朋友一一回答。

1、什么是胆囊息肉？
胆囊息肉，确切应叫做胆囊息肉

样病变，指来源于胆囊壁并向胆囊腔
内突出或隆起的病变，是一种形态学
和影像学概念，严格的胆囊息肉样病
变包括胆囊息肉和胆囊腺瘤两种，前
者是非肿瘤性息肉，如胆固醇息肉、
炎性息肉和胆囊腺肌增生症等，后者
为肿瘤性息肉，可恶变。

2、为什么会得胆囊息肉？
近些年胆囊息肉检出率有增多

趋势，已成为一种常见病症。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体检普及率提高，另一
方面可能与中国人饮食结构和饮食
规律发生变化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有
关，这些因素包括高胆固醇饮食、长
期酗酒、过多进食刺激性饮食、饮食
不规律等，也有人指出：农药化肥的
普遍使用、食品添加剂泛滥、电离辐
射等与胆囊息肉的形成可能有关系。

3、胆囊息肉症状如何？
胆囊息肉一般症状轻微，甚至无

症状。少数患者有上腹部不适，可伴
有腹痛。不适或疼痛部位多在右上腹
或右季肋部，少数可伴有向右肩背放
射。息肉位于胆囊颈部可出现胆绞
痛，在合并结石时可有胆绞痛发作及
急、慢性炎症发作的表现。

4、胆囊息肉一定是恶性的吗？
其实胆囊息肉或胆囊息肉样病

变是个形态学上的笼统称谓，少数
息肉和胆囊癌还是有关系的。在临
床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1)胆固醇性息肉：约占65%，又称
为假性息肉。目前理论上认为此类息
肉是不会癌变的。它外观呈桑葚状，
脆而易碎，蒂细如棉线，极易脱落，多
在1厘米以内，以多发为主，多位于胆
囊体部。大多数胆固醇性息肉病人没
有症状或者症状轻微，胆囊功能良
好。胆固醇息肉和饮食有关，高胆固
醇饮食或有脂肪肝的病人容易得胆
固醇息肉。胆固醇息肉病人建议：控
制饮酒、饮食要规律、早餐要吃、低胆
固醇饮食。胆固醇摄入过多(蛋黄、肥
肉、无鳞鱼类、动物内脏等)，可加重肝
胆的代谢引起多余的胆固醇在胆囊
壁结晶、积聚和沉淀，从而形成胆固
醇息肉。此类息肉若小于0 .5厘米且数
量少，可试试服用药物治疗。对于1厘
米以下的胆固醇息肉可以每6个月到
一年定期B超复查，观察其大小、形
态、数量的变化。

(2)非胆固醇性良性息肉：约占
30%，又称为真性息肉。主要是指：胆
囊腺瘤、腺肌瘤、炎性息肉、腺瘤样增
生。其中炎性息肉是长期胆囊结石刺
激合并慢性胆囊炎形成的。胆囊腺瘤
是一种良性肿瘤，是癌前病变，癌变
率在30%左右。腺肌增生症、腺瘤样增
生也有癌变危险。此类型患者药物治
疗无效，不建议保胆及药物治疗，建
议胆囊切除手术。

(3)息肉型早期胆囊腺癌：约占
5%，其实这种类型严格意义来讲已经
不是我们所说的胆囊息肉的范畴了。
目前对于混杂在胆囊息肉中的息肉
型早期胆囊癌有时仅靠B超难以鉴
别，必要时要做薄层增强CT或核磁
共振(MRI)增强扫描。癌性息肉的B超
特征为：约80%以上大于1厘米且单
发；约70%位于胆囊颈部；约有一半伴
有胆囊结石。一旦怀疑此种病变应尽
早手术治疗。

吃吃药药也也上上瘾瘾

所有的药物都是双刃剑,既要治病又要防止成瘾。众所周知,杜冷丁、吗啡等麻醉、精
神类药品会导致“药物上瘾”,因此是临床上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种类。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些药物难以获得且使用机会少,不过你可千万别以为“药物上瘾”和你没什么关系。事
实上,恰恰是与我们生活最“亲密”的药品,如止痛、镇咳等家中常备药,如果不遵医嘱随意
服用,将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染上药瘾。

本报记者 陈晓丽

一咳嗽就喝止咳糖浆十岁娃上瘾了

小军今年十岁。最近几个
月来,每天都要喝上七八小瓶
止咳糖浆 ,不给喝就发脾气 ,
食欲也不好,本该爱跑爱跳的
年龄却显得蔫蔫的,身体也很
瘦弱。诊室中,小军的妈妈痛
心不已:“孩子小不懂事儿,都
是我的疏忽啊。”

小军妈妈孔女士说,孩子
经常感冒咳嗽,家中常备止咳
糖浆,只要孩子咳嗽就给他喝
点,没想到,慢慢地,孩子不咳
嗽的时候也要喝 ,越喝越多 ,
戒不掉了。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药学
部副主任黄欣说,小军已经对
止咳糖浆形成药物依赖了,止
咳糖浆口味较甜,孩子容易当
糖水喝,时间长了就会超过治
疗量 ,产生依赖性 ,其实在门
诊中,儿童滥用止咳糖浆导致
成瘾的例子屡见不鲜。

不仅是止咳糖浆 ,复方
甘草片等使用不当 ,也容
易导致滥用甚至成瘾。最
近,国家已经把“复方可待
因药物”列入了第二类精神
药品。济南市中心医院药学
部教研室副主任于克炜说 ,
对于止咳药物来说 ,如果低

剂量使用 ,可作用于神经中
枢 ,抑制导致咳嗽的神经 ,从
而起到止咳效果 ,但是如果
长期使用 ,反而容易导致神
经兴奋,产生依赖性。

于克炜建议,在治疗过程
中 ,应严格按照治疗量服用 ,
家长不要发现孩子有点咳嗽
就随便给喝。同时,并
不是所有的

止咳药
物都属于这个范畴,
可通过查看药物成分表中是
否含有可待因来判断。

本期堂主：冯华

戒药瘾时,不可突然中断药物

药物成瘾在医学上被称
为药物依赖,表现为必须要强
迫性或不间断地使用某种药
物 ,如果突然停止使用该药
物,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戒断
反应综合征。如果符合以上情
形,可以判断患者对药物产生
了依赖性。

药物依赖可分为两种:精
神依赖和身体依赖。如果你经
常觉得对吃某种药物有强烈
渴求,吃了就有精神上的欣快
感,这就是精神依赖。不仅如
此,长期、过量使用某种药物
也会导致身体功能发生改变,
就像汽车离不开汽油一样,必
须不断地摄入这种药物才能
维持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转,否
则将会出现低血压、眩晕等戒
断反应,形成身体依赖。

于克炜提醒 ,如果发现
有药物成瘾的迹象 ,不可在
家自行突然中断药物 ,突然
戒断对健康有损伤 ,甚至威
胁生命安全 ,应该到医院由

医生制定规范的治疗方案 ,
逐渐降低身体及精神上对药
物的依赖。

抗失眠药物也是常见的
易成瘾药品之一,国家将其定
义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作为处
方药由医生开具。“通常情况
下,治疗确实需要服药的精神
性失眠时,专业医生会让病人
从最低剂量开始尝试。”黄欣
说 ,如果治疗效果明显 ,就可
以维持这个剂量,如果效果不
好,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缓慢
地增加剂量,但是不要超过安
全剂量,或者自行更换其他种
类药物。

除了药物,还应该关注含
咖啡因的饮料,如咖啡、红牛
等功能性饮料。于克炜说,其
实少量喝咖啡,对心脑血管有
一定的益处 ,但是不能过量 ,
12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喝,孩
子的肝脏发育不完全,无法充
分排解咖啡因,易导致其在体
内蓄积,影响孩子发育。

规范用止疼药,成瘾率只有0 . 2%

如果担心药物成瘾而讳
疾忌“药”,那么就走入了另一
个极端。于克炜说,事先制定
一个规范的治疗计划是比较
科学的做法 ,按照医嘱执行 ,
极少出现药物依赖的情况,根
据一项调查显示,长期需要服
用止疼药的患者,在规范治疗
过 程 中 , 成 瘾 的 概 率 只 有
0 . 2%左右。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属于国家管制范围。于克
炜表示 ,治疗中 ,经常可以接
触需要以吗啡止痛的患者,这
类麻醉类药品只有在短时间

内大量肌肉注射,药量超出治
疗需求时,才会在体内蓄积而
成瘾。不过,一般不会一次性
大量使用。

例如 ,对于癌痛患者 ,会
根据癌痛治疗三阶梯原则,给
予口服药物治疗。“相对于肌
肉注射,口服方式进入血液中
的药物剂量相对较低,且一天
会分多次低剂量进行,使体内
药物的浓度保持在治疗需要
的水平,且又不至于成瘾的浓
度范围之内。”于克炜说,如果
一种药物效果不好可以更换
药物,不要自行增加剂量。

【精神依赖】 病人对某种药物特别
渴求,服用后在心理上有特殊的满足。

【躯体依赖】 需要某种药物持续存
在于体内,否则药瘾大发产生戒断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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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催眠药:巴比妥类如苯巴比妥
等,速可眠、安眠酮、水合氯醛成瘾也非常
多见。

抗焦虑药:这类药临床应用范围越
来越广,致其成瘾者也逐渐增多。如安定、
经基安定、硝基安定氟基安定、眠尔通、利
眠宁等。

镇痛药:应用广泛,疗效好,见效也快,
成瘾性也快,如吗啡、鸦片、杜冷丁等。

精神兴奋药:中枢神经兴奋药苯丙
胺,有减少睡眠、消除疲劳的作用,但有较强
的成瘾性,一般小剂量即可成瘾。

抗精神病药:氯氮平对精神病的幻
觉、妄想和兴奋躁动疗效好,但长期使用易
成瘾。

解热镇痛药:去痛片、复方阿司匹林
(APC药)也有成瘾性,多呈现为病态嗜好。

其他易成瘾的药物:含有咖啡因的药
丸或饮料,含有可待因、阿片酊的止咳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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