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4岁的卉子 （化名）
“透龄”已有10年。那年，刚被
查出尿毒症的她觉得天都快
塌了。“还没有好好地谈一次
恋爱，就与重病相遇，这样的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她想过
轻生，与其重病缠身，不如悄
无声息地离去。每次家人陪她
来透析， 她都苦着一张脸，不
愿与人交流。友好医院血透中
心主治医师张丽霞发现这个

情况后，与她谈了许久。
“我和她说到大地震、海

啸，很多有钱、健康的人就这
样突然地离开人间。如今你虽
然身体有疾病，但比起他们要
幸福得多……”张丽霞的话如
春风细雨，化开了卉子冰冻的
心。她开始正确面对疾病。

如今的卉子，除了正常来
透析治疗外，还找了一份身体
能承受的工作。她说：“活一天

就要开心一天！我们也可以成
为有用的人。”

现在，“透龄 ”10年的她 ，
珍惜每一天， 笑对每一天。她
的主治医生张丽霞说：“她从
一开始的沉默不语，到如今的
叽哩呱啦，每天都开心得像个
小孩子，也成了病房里的 ‘开
心果’，正因为卉子的心态好，
精神状况平稳，所以她的病情
也得到有效控制。”

60岁的老郑躺在
医院的病床上听着音
乐，4个小时的透析时
间感觉很快就过去了。
每周1-3次这样的透析
过程，他已习以为常。
如今他的“透龄”已20
年，他说：“20年来也不
知道从生死线上走了
几个来回了，活一天就
要开心一天。”

近日，记者走进扬
州友好医院血透中心，
这里有200多人定期来
透析，他们被称为“透
析人”，这些人除了每
周要去医院躺在病床
上进行4个多小时的血
透，其余时间里的生
活、工作、学习基本与
常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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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不良习惯导致慢性失眠症
今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是“规律作息，健康睡眠”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
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是 “规
律作息，健康睡眠”。

小王今年25岁， 公司女白
领。单身一个人。平时生活没有
什么规律，属于“夜猫子”，一到
晚上就来精神。 有时候会看电
视剧，看得时间比较长。上床以
后睡不着觉，就用手机刷微博、
微信。最近抖音等APP较火，小
王每天都看抖音短视频，“看到
好玩有趣的段子就停不下来，
会一直刷。”小王说，发现有趣
的视频她还与朋友分享， 就这
样越刷越有趣，越聊越兴奋，往
往凌晨两三点还没有睡觉。

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小
王明显感觉到身体虚弱， 夜里
睡觉也不踏实，月经也不正常，
胃口不好， 经常不想吃饭。“总

是精神不好， 我就买了点保健
品，可是服用后效果也不好。”

前两天，小王到江苏省扬州
五台山医院心理科检查。医生诊
断，小王患了慢性失眠症，而这
个疾病的形成与她不良的生活
习惯有关系。医生表示，除了助
眠药物的使用，小王更重要的是
要有健康的生活， 规范行为习
惯，养成规律作息。

“这种慢性失眠症可以说
是 ‘自找的’， 在我们门诊上
10%的慢性失眠症患者都是类
似的原因。”扬州五台山医院心
理科主任周朝昀说， 人的一生
中， 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
睡眠中度过的。良好的睡眠，可
调节生理机能， 维持神经系统
的平衡，是生命中重要的一环。

新葵 丁云

周生来表示， 有研究数据
表明， 西方人有40%肿瘤可以
避免， 中国人则有60%肿瘤可
以避免。 这些都可以通过健康
管理的措施来预防， 比如女性
易生的乳腺癌、宫颈癌，可以通
过筛查等预防控制。

除了医院所能提供的健康
服务， 我们个人也可以通过科
学饮食、 合理运动来达到身体
健康的目的。“这就需要惠及全
民的普及健康教育。”周生来举

例说明， 比如每天吃一个鸡蛋
有益人体健康， 可是中国老百
姓大都不会煮鸡蛋。“一掰开鸡
蛋一层黑的，一层黄的，这表明
鸡蛋煮过了。 实际上保证营养
的煮鸡蛋方式， 是开水放进去
煮4—6分钟即可。”

生命在于运动。 周生来表
示，运动是良医，运动也是有风
险的。运动不足不起作用，运动
过量损害健康。 如何对运动进
行健康管理和指导？ 周生来表

示， 一类是对普通健康人群的
健身指导， 一类是对疾病人群
的指导， 所有的慢病病人都要
找一个适合自己病情， 自己身
体状况的运动方法，称为“运动
处方”。

周生来介绍， 中国医院协
会疾病与健康管理专业委员将
会和扬州医疗专业部门进行协
商，要把“运动处方”纳入慢病
管理， 可将临床运动医学师购
买“运动处方”的服务纳入疾病

管理的医保范畴。比如，对一个
糖尿病人的疾病管理， 有药物
处方、 饮食处方以及运动处方
再加减压、心理调整等，才能把
慢病控制住， 是一种签约式的
疾病管理模式。他透露，目前已
对扬州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预
计不久的将来， 扬州有相当多
的医生在为病人开具药方的同
时，也会附带一张“运动处方”。
通讯员 汤红芳 记者 丁云

因为饮食习惯等诸多原因，
我国因肾功能慢性衰竭而进行
透析的病人逐年递增。市二院血
透中心主任冯彬介绍：“我市大
约有2000名透析病人，每年还有
一定的增幅。 市区目前有7家医
院有血透中心。”冯彬说，随着医
疗设备的不断完善和医疗水平
的提高，透析病人的“透龄”一再
增长。10多年、20多年 “透龄”的
病人并不少见。

“需要注意的是，透析病人
得知病情后， 大多会出现恐惧、
焦虑、抑郁情绪。这时候特别需
要家属的关心和呵护，需要医护
人员规范专业的指导，帮他们度
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张丽霞
说， 作为一名血透中心的医护
人员， 张丽霞除了上班时要承
担繁重的工作，下班后，她的手
机也成了 “咨询热线 ”，可是她
总是笑着帮助每一个病人。“透
析病人会有各种并发症， 与普
通人相比，他们的生活从饮食、
用药，都要有严格的规定，所以
稍一偏差， 他们就可能出现问
题，要及时进行引导调整。我希
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大家
都能有质量地生活着。”

蒋敏 丁云

青年学生也要当心结核病
本报讯 （扬疾萱 丁云）

近日， 市疾控中心在文汇社区
广场开展结核病防治咨询义诊
活动， 并且发布全市结核病情
况。 去年我市结核病发病率为
十万分之四十，与2016年持平；
25岁-35岁 、65岁以上是结核
病的高发年龄段。近两年，青年
学生群体的结核病患者有所增
加，并且都是以肺结核为主。

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来
看， 我市结核病患病率呈缓慢
下降趋势。 市疾控中心慢传科
科长刘泓告诉记者，25岁-35岁
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是结核病
的发病小高峰， 而65岁以上的
人群是发病的大高峰。 结核病
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 有70%
的患者是农民。目前3月份以及
9月份均是结核病的高发期。

随后， 记者从苏北医院新
区分院（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
到， 主城区的结核病患者基本
都收治在该院， 一年收治2000
余人次。

“结核病在各个年龄均可
发病，在我国，农村发病率高于

城市。”苏北医院新区分院（市
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呼吸科
主任赵俊介绍， 病房里多以老
年结核病患者居多， 由于自身
抵抗力低等原因， 他们是容易
发生结核病的重点人群。 但近
两年， 青年学生群体的结核病
患者有所增加， 并且都是以肺
结核为主， 最近病区就有几个
学生正在住院治疗。“每年高考
体检时， 我们都能接诊一些肺
结核的高三学生， 而平时学生
并无防控意识。”

医生提醒， 肺结核病是一
种常见的慢性病， 其症状并不
是结核病所特有的， 很多其他
肺部疾病也会产生这些症状，
多数患者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
轻微，不易引起重视，常被误认
为是感冒、气管炎而耽误诊治。
如有以下明显症状的，如发热、
盗汗、全身乏力、咳嗽、咯血以
及胸部检查X线发现肺部浸润
性渗出病变，伴血沉升高，抗感
染治疗无效的患者， 均需怀疑
肺结核可能， 持续时间不应超
过2周，应该及时就医。

成年人日均饮干茶5-15克为宜
我市抽检11批次茶叶全部合格

茶叶虽为健康饮品，但也应饮之有度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清
明将要到来， 又到了春茶陆续
上市的时节。 记者从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该局发布
的今年第四期食品安全抽检信
息显示，11批次茶叶及相关制
品全部合格。专家表示，茶叶虽
为健康饮料，但也应饮之有度。
一般成年人每天平均饮干茶5
到15克， 茶水200到800毫升适
宜。不能用茶水服用药物。

据了解， 本期共抽检食品
190批次， 包括茶叶及相关制
品、调味品、水产制品、淀粉及
淀粉制品、豆制品、餐饮食品等
6大类，不合格2批次。

抽检的11个批次茶叶及相
关制品，全部从市场上抽取，包
括绿茶、红茶、袋泡茶等。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对感官品质、水
分、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指标进
行了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此外，本期抽检中，一次性
筷子和糖醋排骨各有一批次不
合格。 观潮酒店经营的糖醋排

骨检出有亚硝酸盐， 按规定不
得检出。 还有一家小吃部一次
性筷子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按规定也是不得检出。

目前， 食药监部门已督促
生产经营者封存库存、 停止生
产销售，并召回。

市食药监局也提醒消费
者， 要在正规商店或超市购买
茶叶， 特别不要选购颜色特别
鲜艳的茶叶。 多数茶叶不宜久
存， 打开包装后应密封储存在
阴凉避光处， 避免营养物质氧
化和香味流失。如果条件允许，
储存在冰箱冷藏室更好。

健康管理离你我有多远？
3月24日，由中

国医院协会疾病与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
会、扬州市中医院共
同主办的“共建全民
健康管理示范医院”
签约启动仪式暨第
一期健康管理与疾
病管理培训在市中
医院举行。记者获
悉，建设“全民健康
管理示范医院”，就
是倡导一种“防患于
未然”的健康管理思
想，把医院和医生从
以往救死扶伤的“治
病”机构和职业，变
成能帮助民众“不生
病、少生病、晚生病
或只生小病”的“防
病治病”机构和职
业。通过对慢性疾病
人群提供疾病管理
服务，对关爱健康的
人们提供健康管理
服务，来促进人民群
众提高保健能力和
健康水平。

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
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生
来教授表示，健康管理，就是倡
导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健康管
理思想， 把医院和医生从以往
救死扶伤的 “治病” 机构和职
业， 变成能帮助老百姓 “不生
病、 少生病、 晚生病或只生小
病”的“防病治病”机构和职业，
建立 “无缝隙健康呵护体系”，
尤其是通过对慢性疾病人群提

供疾病管理服务， 对关爱健康
的人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来
促进人民群众提高保健能力和
健康水平。

据介绍， 健康管理包括临
床诊断还没得病， 还属于健康
状态，和老百姓俗称的“亚健康
状态”。比如：空腹血糖没有超
过7.0mmol/L, 还不能诊断为糖
尿病，但现在医学表明，在人被
诊断为糖尿病之前， 还存在一

个“代谢综合征”的临床阶段，
即有超重/肥胖 、高血压 、血脂
异常、血糖异常中的三种，如果
不加理会，两三年以后，肯定会
发展成糖尿病；如果加以管理，
可能不得糖尿病， 我们把这一
阶段也归到健康管理。 一旦得
了糖尿病，就进入“疾病管理”。

“以后医院的服务不仅要
做大病、疑难杂症的治疗，更要
提供治疗前后的疾病管理服

务。”周生来表示，卫生部门利
用临床大量翔实的数据得出结
论———什么人容易得心梗 ，提
前进行脑卒中的筛查， 筛出来
的人提前进行干预， 不让他得
心梗、脑梗、糖尿病。“通过健康
体检和健康筛查， 将临床还没
确诊的病人， 但是早已具备重
大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筛出
来，提前管理起来，让他们不生
病。”

市中医院建设“全民健康管理示范医院”

什么是健康管理———

让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或只生小病”

如何进行健康管理———

开具饮食、运动处方及对病人减压、心理调整等B

我们身边有一群尿毒症患者，他们坚强而乐观地与病魔抗争

走近“透析人”

所谓“透龄 ”就是尿毒症
患者进行血液透析的年数，也
是他们与病魔抗争的年数。

60岁的老郑是江都人，到
今年，他的“透龄”已经整整20
年。40岁时， 正是人生年富力
强时， 可他却被诊断为尿毒
症。“那时想死的心都有了，想
不到这一路走来，竟然过了20
年。” 说这些话时老郑面带笑

容，甚至感觉有一丝幸运。
老郑每周二 、四 、六一早

乘99路车从江都来扬州透析，
中午再乘车赶回去 。20年来 ，
他先在邵伯江苏油田总院，后
又到扬州友好医院 ， 风雨无
阻，整整透析了20年。

这20年， 可谓一路坎坷，
险象环生， 遭遇几次病危，其
中还有一次肾破裂。 没想到，

在家人的支持下，医护人员的
精心护理下，他一次次都挺过
来了。

“你看我像有病的人吗？
这么多年来，都习惯了。回家
我还要洗衣、做饭弄家务。”老
郑笑着说，“既然得了这个病，
就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幸运的是， 我们遇到了好政
策，遇到好心的医护人员。”

沉重的数字

我市约有2000
“透析人”

卉子的坚强 “活一天就要开心一天”

老郑的故事 60岁人已有20年“透龄”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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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照顾透析病人。
丁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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