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史维：

幽门螺旋杆菌致癌确实是一

项重大发现， 尽管中国人口80%都

携带这种细菌，胃癌的发病率却仅

为万分之一左右，并不算高。现在，

各个药店和体检中心，都过分强调

幽门螺旋杆菌的害处，向病人推销

各式药品，以至于有些人心惶惶。不

少用心不良的医生利用这一点，给

病人开出许多高价药物以降低幽门

螺旋杆菌数量，这不仅没有必要，还

会损失许多金钱。

●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蹇贻：

首先，幽门螺旋杆菌与胃癌胃

溃疡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但人们

不必恐慌，只有在这种细菌释放毒

素或发生病变以后，才会导致胃溃

疡及胃癌。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查出身

体携带一定数量幽门螺旋杆菌的

病人无须过度治疗， 但如果亲属

中有确认罹患胃溃疡或胃癌的，

本人也会有极高风险， 这时需要

前往医院做幽门螺旋杆菌测试，

以便提前预防。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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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

“我是AB型血！捐献血小板需要哪

些程序？”昨天上午在成都军区总医院输

血科，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到上午10点30

分，就有50多位市民打来电话，想要献血

帮助袁婷。15岁的袁婷因再生障碍性贫血

入院后，输冷冻血小板产生了过敏反应，

治疗所需的新鲜血小板极度短缺， 急盼

“热血”救命。成都商报发出“征集热血”

的报道后，昨天，不少热心市民赶到医院

慷慨献血。

热心市民一大早赶到医院

“没什么事能大过救人”

昨天上午10点，成都军区总医院输血

科休息区，已经坐着4个人，等待血液检验

结果，他们都是一大早赶来给袁婷献血的

热心市民。

38岁的陈兴和在茶店子上班，一早直

接打车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他是一名退

伍军人， 表示自己身体还可以。“我家里

也有小孩，能够体会到孩子生病了是什么

感受。”他说，工作再忙，也要先把血献

了，没什么事能大过救人。

“一大早看到报纸我就来了。”另一位

22岁的献血者颜清磊， 甚至还不知道自己

的血型，就搭了一辆三轮车来到医院。经检

验才发现，他是B型血。“既然都来了，还是

献一次血。” 颜清磊挽起袖子准备献血。

“希望需要这个血型的人能够用得上。”

坐在休息区，刘国智静静等待自己的

检查结果。“我的血肯定没得问题！”他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是AB型血，血液质

量肯定能过关，因为自己平时坚持运动。

“早上吃面时看到报纸关于袁婷的报

道，放下筷子后就开车去了医院。”今年51

岁的刘国智自称是成都商报的老读者，他

称自己也获得过别人的帮助，“我知道被

人帮助是一种什么感觉。”

最快今天下午

首份志愿者“热血”输给袁婷

“请问你体重多少？90斤还不行哈。”

“AB型血才能献给袁婷， 不是的话也可

以献给别人”……一整天，成都军区总医

院输血科的电话至少响了50次，医生们轮

流值班， 不断向热心市民讲解献血的要

求。“还有两位90岁以上的老大爷打过来

想献血，说是商报的忠实读者，想给这个

年轻女娃娃献一份爱， 虽然谢绝了他们，

但心里真的很感动，” 刘丽萍医生说，献

血小板最好在上午10点前到医院，先做体

检，一般三到四小时后，结果才会出来。

在病房里，袁婷妈妈的手机每隔五六

分钟就要响起，想给她女儿献血的有20多

人。到昨天下午为止，共有15人赶到了医

院，希望献血挽救袁婷的生命，其中8位体

重合格、血型相符的志愿者陆续接受了体

检。昨天下午4点半，第一批志愿者的体检

结果出炉，38岁的陈兴和成为第一位符合

献血条件的志愿者。当医生打电话告诉他

这个好消息时， 他爽快答应今天早上8点

就来医院，他捐出的血小板在通过实验室

检测后，最快今天下午将输给袁婷。

袁婷的主管医生缪晓娟介绍，袁婷每

周约需要3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未来3到6

个月她对血小板都是有需求的。而一般一

个人捐献的血小板有2个治疗量， 每周她

一个人就需要四五位志愿者献血。

袁婷妈妈告诉记者，医生说等今天的

血小板输入后，袁婷可以稍微下床走动一

下。看着妈妈接到一个个好心人打来的电

话，袁婷隔着口罩说，“真的谢谢他们。”

少女病倒 盼望“一腔热血”

15好心人赶到医院 一腔热血献“热血”

首位符合献血条件的志愿者诞生 最快今天下午他的“热血”将输给袁婷

6月15日凌晨， 龙泉驿区蓝

色理想小区内，43岁的小区护卫

饶建谋死死按住试图逃离的入

室抢劫男子，对方掏出匕首，在

他的头上和腰部各捅了一刀，

鲜血模糊了他的视线， 但他仍

紧紧按住对方……后来，他实在

按不住了， 男子把将他推开逃

跑。据悉，该男子次日即被当地

派出所抓获。

受伤后， 饶建谋立即被送入

龙泉航天医院抢救。经诊断，其腰

上中的那一刀直接刺入腹腔，将

其肠子割破。由于送医及时，他得

到有效救治， 一周后被转到了普

通病房。 为了向这位尽职的小区

护卫表达谢意， 小区业主自发行

动起来，两天时间内捐出了68000

余元，这笔钱被交到饶建谋手中。

同时，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表示，饶

建谋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 全部

由公司负担。

更多的爱心仍在汇集。 昨日

中午， 一名与饶建谋素不相识的

中年妇女来到病房， 为他带来了

水果、营养食品等慰问品，并送上

500元慰问金。该妇女说，她并非

蓝色理想小区的居民， 只是听人

说起饶建谋的事迹，“我觉得他

的事迹非常感人， 为了他人的安

全，牺牲自己去阻止坏人。所以我

一定要到医院看望这位尽责的好

护卫。”

饶建谋的主治医生介绍，目

前，饶建谋的恢复情况良好，但因

肠道受伤，手术后即使恢复，也可

能会造成后遗症， 致使他患肠梗

阻的几率比其他人更高。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热心市民陈兴和（左）、颜清磊（中）、刘国智赶到成都军区总医

院，希望给袁婷捐献血小板

微信扫一扫

关注四川名医

酷暑难耐， 家有生病的小娃娃总让

全家人都焦心。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为

大家带来了福利，为爸爸妈妈的担心“防

暑降温”： 只要成为四川名医的微信粉

丝，就有机会抢到成都“新四小儿”之一

的名医夏隆江儿科团队25个公益号，2个

月内，妈妈们都可以带娃娃免费去看哟！

作为成都“新四小儿”名医中最年

轻的一位， 无论是四川名医的千人大讲

堂，还是微信群互动，凡是夏隆江出席的

活动，都会引来家长粉丝们的热情追捧。

这次四川名医为大家带来的福利， 是夏

隆江的15个公益号和秉正堂名医馆的另

外两位优秀儿科医生江澜、朱蔓佳各5个

公益号。

夏隆江：

秉正堂名医馆创始人之一， 作为年

轻的名中医还是西医药学博士， 传统文

化和药学理论深厚的他对中医有很多独

特的见解，每年门诊量达40000人次。

江澜：

秉正堂医生， 对临床常见妇科、儿

科、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深体会，看病耐

心，深受家长好评。

朱蔓佳：

秉正堂医生，对儿科常见病，如过敏

性鼻炎、咳嗽、哮喘、发热、消化不良、厌

食、腹痛、便秘、腹泻，主张“固护脾胃为

第一要务”，从调理体质角度，针对儿童

体质特点进行治疗。

公益号使用时间： 抢到号即日起两

个月内有效，使用需提前一周预约

公益号使用地点： 地铁内秉正健康

驿站。东门大桥店地址：成都地铁

2

号线

东门大桥站站内商铺（

B

口进入）预约电

话：

15228879198

。蜀汉路东店地址：成都

地铁

2

号线蜀汉路东站站内商铺 （

A

口进

入）预约电话：

13882093695

。

抢号时间：本周之内（

28

日前）

抢号方法：关注“四川名医 ”微信公

众号， 回复医生姓名抢对应的公益号参

与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1979

年

,

病理

学医生罗宾·沃伦在

慢性胃炎患者的胃

窦黏膜组织切片上

观察到的一种弯曲

状细菌，从而意识到

这种细菌和慢性胃

炎可能有密切关系。

1981

年， 消化

科临床医生马歇尔

与沃伦合作，以

100

例接受胃镜检查及

活检的胃病患者为

对象进行研究 ，证

明这种细菌确实与

胃炎相关。 这种细

菌还存在于所有十

二指肠溃疡患者 、

大多数胃溃疡患者

和约一半胃癌患者

的胃黏膜中。这一成

果打破了胃病不能

根治的误区。

幽门螺旋杆菌

是 经 过 唾 液 传 播

的， 比如亲人或情

侣间相互亲吻时唾

液传播、 使用共同

餐具的唾液传播。

四川名医送福利 “夏小儿”公益问诊号免费送

名词解释

幽门螺旋杆菌

25岁的李达手中拿着一张报告单：报

告单显示C14的数值大于100， 幽门螺旋

杆菌呈阳性。他拿着这张化验单咨询过近

5家医院， 却得到不同的答案———有的医

生说需要治疗，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

的发生； 有的医生说不需要治疗， 因为

80%以上的人群都携带幽门螺旋杆菌。究

竟是治还是不治？李达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之中……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记者在成都

各医院消化内科调查发现，像李达这样的

“纠结者”不在少数。

前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幽

门螺旋杆菌”之父马歇尔来蓉，揭开幽门

螺旋杆菌与胃癌之间的联系。 马歇尔提

醒，如果家里有患胃溃疡或胃癌的，本人

也有极高风险，这时需要进行幽门螺旋杆

菌测试，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疗。

为揭开胃癌之谜 他喝下细菌培养液

前日，“诺贝尔医学奖” 获得者马歇

尔来到成都，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幽门

螺旋杆菌”之父。经过近30年的研究，他

揭开了“幽门螺旋杆菌”与胃溃疡、胃癌

之间的关系， 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我们对于这种细菌的发现与探索是从

1982年开始的。”马歇尔称，经临床调查

发现，几乎所有胃部疾病的患者都携带有

幽门螺旋杆菌。为了证明此项研究，马歇

尔还喝下过自己培养的幽门螺旋杆菌，最

后患上了胃炎，以身体作为代价证实了幽

门螺旋杆菌与胃炎的关系。经过进一步追

踪发现， 部分幽门螺旋杆菌会产生毒素，

会进一步导致胃溃疡及癌症的发生。马歇

尔认为， 消灭幽门螺旋杆菌后， 肝癌、肺

癌、胃癌都可以被治愈。然而，近几年来这

一观点似乎被过度解读。

该细菌或与人共处一生或置人死地

马歇尔称，幽门螺旋杆菌一旦进入

胃部，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人体不可

能消灭掉。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能获得

这种病菌， 比如当母亲亲吻孩子时，或

者孩子咀嚼食物，舔食勺子时，千百年

来，孩子们就是这样从亲人那里获得细

菌。 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会有什么感

觉，平安过完一生，但他们中10%的人会

出现问题，而在大概3%的人身上，这种

病会发展成胃癌。

马歇尔及同仁经过调查发现，总体来

讲幽门螺旋杆菌都比较危险，而能产生毒

素的幽门螺旋杆菌危害最大。 坏消息是，

在中国，大概95%的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比

较危险的种类，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幽

门螺旋杆菌中危险种类只占50%，更糟糕

情况是在韩国和日本，这可能与环境和饮

食结构有关系。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杨艳琪

“幽门螺旋杆菌”之父来蓉：

家属患胃癌或胃溃疡 本人需进行病菌监测

80%

� � � 中国人口80%都

携带幽门螺旋杆菌

95%

� � � � 在 中 国 ， 大 概

95%的幽门螺旋杆菌

都是比较危险的种类

成都医生：

染上幽门螺旋杆菌

不必恐慌 更不必过度治疗

数字

成洛大道快速路

有望10月开始改造

成都商报讯 （实习记者 李

彦琴 ）

从今年10月开始，成洛大

道（三环路至四环路）快速路

改造工程有望正式启动， 这项

估算总投资超19亿元的改造工

程将用一年的时间对成洛大道

进行改造。昨日，成都市环保局

对 “成洛大道 （三环路至四环

路） 快速路改造工程” 进行第

一次环评公示。

根据环评报告，“成洛大道

（三环路至四环路）快速路改造

工程” 项目西起三环路十陵立

交，东至四环路（绕城高速）外

侧已改造段，长约5380米。其中

三环路至东风渠附近长约1900

米，新建双向8车道高架快速路，

底层双向6车道主干路， 道路红

线44米， 局部66米 （平行匝道

处）。东风渠至四环路收费站段

长约2440米，改造为双向12车道

主辅分隔（地面）快速路，道路

红线拓宽至60米。

抓贼被捅两刀

业主捐款救尽职护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