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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练每周一练
（（急性胃炎急性胃炎、、慢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

一、下列不符合急性胃
炎的治疗原则是

A.应用抑酸剂和硫酸铝
B.适当限制饮食
C.停用不必要的药物，

如阿司匹林
D.止血并补充血容量
E.对病程持续或反复发

作者进行胃大部切除术
二、急性胃炎的发病机

制与下列哪项无关
A.胃黏膜屏障破坏
B.黏液分泌减少
C.前列腺素分泌减少
D.氢离子逆向弥散
E.氧合酶活性增强
三、一般认为应激导致

急性胃炎的重要环节是
A.幽门螺杆菌感染
B.胃酸分泌增多
C.黏膜缺血、缺氧
D.胃蛋白酶分泌增加
E.脂肪酶分泌增加
四、非甾体抗炎药引起

急性胃炎的主要机制是
A.抑制前弹性蛋白酶
B.激活磷脂酶A
C.抑制前列腺素合成
D.促进胃泌素合成
E.抑制脂肪酶
五、胃炎的急诊胃镜检

查应在上消化道出血后
A.1周内进行
B.4天内进行
C.5天内进行
D.3天内进行
E.2天内进行
六、急性糜烂出血性胃

炎的常见病因不包括
A.脑外伤
B.非甾体抗炎药
C.乙醇
D.幽门螺杆菌感染
E.严重烧伤
七、下列因素可能诱发

急性胃黏膜病变和呕血，但
什么除外

A.严重外伤
B.颅脑手术
C.剧烈呕吐
D.大面积烧伤
E.非甾体类药物
八、慢性胃炎的特异症

状是
A.饥饿时上腹痛
B.进食后中上腹疼痛
C.呕吐苦水
D.反复上消化道出血
E.以上都不是
九、诊断慢性胃炎最可

靠的依据是
A.胃酸降低
B.慢性上腹部疼痛
C.X线钡餐检查
D.胃脱落细胞检查
E.胃镜检查及胃黏膜活

检
十、引起慢性胃炎的最

常见致病因素是
A.药物等化学性因素
B.粗糙或刺激性物理性

因素

C.幽门螺杆菌感染
D.长期饮酒
E.机体自身免疫因素
十一、慢性浅表性胃炎

的临床表现哪项是错误的
A.可以引起恶性贫血
B.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

高
C.有时症状酷似消化

性溃疡
D.胃酸偏低
E.易出现嗳气、泛酸、腹

胀等症状
十二、治疗消化性溃疡

的药物中，抑酸最强、疗效
最佳的是

A.阿托品
B.西咪替丁
C.硫糖铝
D.奥美拉唑
E.胶体次枸橼酸铋
十三、鉴别良性、恶性

溃疡的最重要方法是
A.大便潜血
B.溃疡大小
C.胃液分析
D.胃黏膜组织病理学

检查
E.幽门螺杆菌检查
十四、空腹痛常见于
A.十二指肠溃疡
B.胃溃疡
C.胰腺炎
D.胆囊炎
E.溃疡性结肠炎
十五、易发生幽门梗阻

的溃疡是
A.胃窦溃疡
B.幽门管溃疡
C.球后溃疡
D.胃角溃疡
E.胃多发溃疡
十六、关于消化性溃疡

的并发症不正确的是
A.穿孔
B.幽门梗阻
C.上消化道出血
D.癌变
E.肝性脑病
十七、关于消化性溃疡

的治疗，正确的是
A.为降低复发率须长期

服用质子泵抑制剂
B.须长期应用黏膜保护

剂以降低溃疡复发率
C.只要内镜证实溃疡

已经愈合，溃疡就不会复发
D.根除幽门螺杆菌可

以降低溃疡复发率
E.有消化道出血的溃疡

患者必须长期维持治疗
十八、下列哪种说法对

胃溃疡是正确的
A.常表现为夜间痛
B.饮食疗法也可以促进

溃疡愈合
C.与十二指肠溃疡相

反，胃溃疡不易出血
D.通常胃酸正常或降低
E.胃溃疡可能恶变故均

有手术指征
（答案见下期本版）

10月4~6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2018“最美乡医荟萃”暨乡村健康振兴论坛
在郑州市举行，来自河南省18个省辖市共
108个县的乡村医生代表及中国人寿河南
省分公司各县（市、区）公司经理360 余人
参会。河南省政协常委、中国人寿总公司
业务总监、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王新生，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淡新虎，北京同仁堂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
张晓伟发表讲话。

本次会议主要包括好乡医、实战高手、
中医特色疗法技术培训及村卫生室公共卫
生无纸化办公专用平板电脑APP（手机应
用程序）开发等。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大力支持河南省乡村卫生事业发展，河南
联通提供信息服务支持，协助乡村医生更
方便、更快捷地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另外，低价位、高保障的医疗责任险，以及
医疗技术在线学习等相关模块正在开发设
计中。

会议以中医实用技术培训、“一健通”
APP开发、保险知识讲座为重点，全体参会
人员参与了所有环节，共同见证了河南传
承中医研究院的揭牌仪式。

王新生说：“中国人寿公司作为央企
（中央企业），有责任、有能力和乡村医生一
道，携手同行，共同唱好振兴乡村这台戏。
希望与会的中国人寿各地市公司负责人、
参会的乡村医生代表，协同创新、共同努
力，为建设美丽乡村、健康乡村而努力。中
国人寿与全省乡村医生有共同的信念、共
同的事业、共同的梦想成为一家人，我们应
该携手一家亲，同唱一台戏，响应党的号
召，落实中央政策，实现中国梦。”

张晓伟在会上为大家解读北京同仁
堂，承诺帮助广大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中医
传承、跟名师学中医等。

“乡医高手”马云飞、杨文杰、高红军、
闫金才、张安营、杨巧玲等讲解了艾灸、灌
肠、小儿推拿、中药外治、颈椎病等中医适
宜技术。

会后，大家兴奋不已，温县乡村医生王
道永说：“我们乡村医生牵手世界500强中
国人寿、有500年历史的中国同仁堂、中国
联通，我们一起站在振兴乡村舞台上，参与
富国强民建设！别看我 72 岁了，我有信
心、有能力把这惠民工程做好。”

济源乡村医生李国强说：“与中国人寿
合作，圆农民小康梦，我们责无旁贷！”

中国人寿济源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
飞说：“看到你们信心满满、热情高涨，我一

定给你们服务好，把爱送到济源百姓家！”
据悉，作为中管金融企业，中国人寿已

连续16年入选《财富》全球500强，排名第
42 位，始终占据国内保险市场的主导地
位，不仅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企业、全国
资本市场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也是国内最
大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实现了在保险、
银行、投资三大领域的全面布局。目前，
中国人寿集团驻豫省级机构已达5家，包
括寿险、广发行、财险、养老险和电子商务
公司。

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作为河南省内
机构网络最全、从业人员最多、业务规模最
大的人寿保险公司，2017 年，总保费收入
突破 300 亿元，成为河南省保险业首个总
保费突破300亿元的保险市场主体。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寿始终秉承“成
己为人、成人达己”的经营理念，充分发挥
保险“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
用，主动融入和服务于河南经济社会建设，
为打造出彩中原保驾护航。

中国人寿与乡村医生共唱振兴乡村这台戏
□杨傲霜 文/图

中
国
人
寿
河
南
省
分
公
司
服
务
号

王新生向与会人员致辞

国医大师授课 颁发继续教育结业证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经典临床应用”精修班招生

目的：继承中医优秀文化，传
承经典临床应用验方，提高中医工
作者的临床水平。

对象：中医爱好者、中医药工
作者均可。

待遇：国医大师及名医名家授
课。学习结束后，颁发继续教育结

业证书。
时间：每周五、六、日上课，授

课共计96个课时。
费用：29800元（前30名安排食

宿，报销来往路费，限高铁）。
联系方式：朱老师
联系电话：18911523827

户 名：北京巡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朗琴园支行 账号：3220596558

认真听会

从肺论治阿尔茨海默病
□李 帅 张耀升

理解及表达
能力下降

反应迟钝 记忆减退

说话重复

肺与心、肝、脾、肾的关系

肺与心的关系 首先，《素问·灵兰秘典
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从生理上来
讲，心主血脉主神志，而肺主气，朝百脉，主
治节，通调水道，所以肺朝百脉、主治节，可
以辅助心主血脉的正常生理功能运转，也
就是说心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方面，离不开
肺的参与，如果肺的治理调节功能失常，血
脉不能营运，则会出现心气虚弱，血行滞
涩，可见心悸、眩晕、善忘等症。正如《灵
枢·大惑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
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
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
忘也。”指出心肺两虚、肠胃实滞是发生善
忘的原因。肺为相傅之官，心主血脉，但必
须依赖肺气的推动。肺气不足，则运血无
力，心血瘀阻，瘀血蒙蔽清窍，则会出现智
能减退、善忘、痴呆等症状。

肺与脾的关系 明代医家李中梓在其
所著的《医宗必读·痰饮》中提到“脾为生痰
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说明了肺与脾两脏
在痰浊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肺气宣降是
肺的生理特性之一，从肺主宣发和肃降的
功能来看，在正常情况下，肺气宣降可以使
呼吸通畅均匀，津液才能正常在机体内输
布代谢。同时，脾的运化水谷精微是通过
肺的宣发和肃降来布散机体周身。如果肺
的宣发和肃降失常，则会引起脾的运化失
司，导致水液内停，形成痰饮等病理产物，
上至脑髓引起痰浊蕴结，蒙蔽清窍，则会导
致痴呆的发生。

肺与肝的关系 肺与肝的关系，主要体
现在机体的气机调节。《素问·刺禁论》中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说明了肝气从左升
发，肺由右肃降，升发和肃降相互协调，对
全身机体的气血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肺
气充足，肃降正常，有利于肝气升发；肝气
疏泄，升发条达，有利于肺气肃降。如肝升
发太过，气机的升降失调，导致肺失肃降；
反之，若肺失清肃，宣降失常，则致肝的疏
泄异常，气机不畅。同时，二者终致气机郁
滞，痰瘀内阻，妨窍碍络，元神失用，促使眩
晕、痴呆的发生。清代的名医陈士铎在《石
室秘录·痴呆》中明确指出“痰气最盛，呆气
最深”，说明了痰与痴呆的关系。

肺与肾的关系 肺与肾的关系，主要表
现在呼吸运动、津液代谢及阴阳相互资助
来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首先，根据肺和
肾的生理功能，肺司呼吸，肾主纳气，一上
一下把机体的清气由肺纳于肾，维持人体
的呼吸平衡状态。任何一方一旦出现异
常，机体的呼吸平衡就会打破，导致气短喘
促等病理状态。其次，肺主行水，肾主水，
共同进行机体的水液代谢，如果肺主行水
和肾主水的功能失调，津液代谢下至于肾，
不能化浊为尿液排出体外，则会出现水肿、
痰浊和水饮。再者，从五行来看，肺为金，
肾为水，金为水之母，肾阳为诸阳之本，不
能上滋于肺温暖肺阴及肺津，津液输布障
碍异常，也可致水饮、痰浊，肺肾两脏进一
步导致心、肝、脾的失调，气血运行不畅，导
致瘀血内生。总之，肺与肾在其生理功能
上，出现平衡失调，皆会导致水饮、痰浊，甚
至瘀血的发生，痰浊和瘀血上至脑窍，引起
脑脉闭阻，则会发展为痴呆。

肺与脑的关系

脑为髓海，元神居之，故称“元神之

府”。元神统御脏腑经络、司控四肢百骸，
调节气血阴阳。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三百
六十五络之气、血、精、津、液上奉于脑，始
能髓充神旺。肺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
通调水道。肺的功能正常，才能吸入清气，
宣发谷气，溉施津液，上奉于脑，同时呼出
浊气，通调水道，使代谢后的水汽及时排出
体外。若肺的功能失调，一方面不能将清
气、谷气、津液宣发上奉，致脑髓失养而萎
缩，元神衰惫而失聪。故《灵枢·口问》有

“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灵枢·海论》有
“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之说。另一方面，
浊气内停，津聚为痰，痰浊上阻脑络，闭塞
脑窍，蒙蔽或扰乱元神，而致元神失养，即

《证治要诀》记载：“及肺气不顺，上冲于脑，
令人头痛。”反之，脑髓萎缩，或风邪入脑，
或痰瘀湿毒阻闭，脑神失聪，也可使肺气不
顺，而导致肺的功能失常，甚至呼吸停止而
危及生命。

肺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

肺主一身之气，司呼吸，调节全身的气
机，肺朝百脉，主治节，辅助心行血脉，运行
于机体周身。一旦肺气不足或肺的肃降失
常，则水道失于通调，脾主运化不及，津液
成痰；肺气虚弱不能辅助心血运行，肝的疏
泄功能异常，使肝不藏血，气机失调，继而
成瘀，瘀久化毒；肺为肾之母，而肾主水又
藏精生髓，母病累及于肾，导致肾精不足，
机体衰退，髓海不足，所以肺与心、肝、脾、
肾之间相互影响，一旦五脏之间转化失去
平衡，将会导致肾虚、痰浊、血瘀及毒邪，引
起脑窍失养或脑脉闭阻，上蒙清窍，则神机
失用，痴呆发生。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脑
与脏腑通过五脏藏神系统在生理上相互联

系，相互协调，在病理上相互波及，相互影
响。这样看来，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与心、
肝、脾、肾相关，也应该与肺脏密切相关。

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病机是年老体
衰，脏腑功能减退，尤以肾虚为重，导致气
血运行不畅，痰浊、血瘀和毒邪互生。特别
是肾虚、痰浊、血瘀及毒邪与阿尔茨海默病
关系密切。目前，中医在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问题上，多主张以填精益髓、化痰开窍、
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方法；但肺气虚损
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存在着密切关系，所以
在临床上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以辨证论治
的思路，采用补益肺气、滋阴养肺、宣降肺
气等辅助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能取得明
显的效果。既要立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
整体治疗，又要考虑阿尔茨海默病的局部
治疗，兼顾中医多元化治疗，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虚者补之，实则泻
之，应在扶正的基础上进行祛邪。另外，
由于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的宣降功能异
常，导致大肠传导功能失常，肠内津液不
足，可致便秘发生。因此，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容易出现便秘，这与肺也有密切关
系。曹子成在临床治疗中常常使用润肠
通便的中药，对缓解阿尔茨海默病也有一
定的作用。

注：曹子成曾任郸城县中医院业务副
院长，脑病科主任医师；2015年被遴选为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并成立了曹子成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研
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脑病，如老年性痴呆、
帕金森病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郸城县中医院）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原发性退行性脑
疾病，主要特征是记忆进行性减退、人格改变和
认知障碍。中医学上将阿尔茨海默病称为呆
病、善忘、老年性痴呆等。

目前，一些中医专家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
病位在脑，但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属于本
虚标实之证，多与肾虚、痰浊、血瘀和毒邪有密
切的关系。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
老师曹子成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除与中

医五脏中的心、肝、脾、肾相关外，还应该与肺有
一定的关系。根据五脏主五志和肺的生理功能
来认识，肺与心、肝、脾、肾之间的相互影响，也
与人的精神思维活动密切相关，肺脏虚损和功
能失调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容忽
视，有时还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治疗阿尔茨
海默病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从肺论治的思路，也
会收到明显的疗效。笔者作为曹子成的学生，
跟师学习，受益匪浅，现将其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的经验介绍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