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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健康大讲堂 专业健康讲座
目前全球糖尿病，特别是Ⅱ型糖尿
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呈现井喷式增长的
态势，糖尿病患病率的增加伴随而来的
是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疾患患者的增
加。单主任表示，虽然糖尿病肾病的特
点是不可治愈和不易察觉，但是可以通
过简单的检查检测出来，而且在糖尿病
肾病的早期阶段通过严格控制血糖和血
压等，可防止或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
展。目前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筛查糖尿病
的肾脏损伤，第一个是蛋白尿。最简单
的方法是测定尿中白蛋白与肌酐的比值
（ACR），只需单次尿标本即可检测。缺
点是干扰因素较多，如在高血糖、运动、
泌尿系感染等情况下可出现假阳性。同
时尿白蛋白排泄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即使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微量白蛋白尿也
可再进展到更严重的阶段。第二个是估
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我们称之为 eGFR，
用公式计算，
估计患者肾小球滤过率。
第五十六期由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张志广教授主讲，
主题为
“幽
门螺杆菌感染与上消化道疾病的防治”
。
目前大量研究基本证实，幽门螺杆
菌（Hp）感染与慢性胃炎尤其慢性萎缩
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样
组织（MALT）淋巴瘤等疾病相关。另外
还有一些胃肠外疾病与其有关，如心脑
血管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
等。张主任表示，Hp 感染后对人体健康
有如此大的影响，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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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可获赠精美礼品以及口腔健康检查券
今晚报读者俱乐部携手美奥口腔推
出中老年口腔健康活动，为广大读者制
定护牙方案。
活动内容：普及口腔健康知识，介绍
龋齿、牙周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讲解如何
正确刷牙、用牙线及日常保护以及牙齿
缺失的修复方式。活动结束后由工作人
员带领读者到各诊室进行一对一的口腔
检查，对于有意愿进行口腔 CT 的嘉宾
免费拍 CT。
赠 送 价 值 580 元 的 口 腔 健 康 检 查
券，包含口腔内窥镜检查、全景 X 光片、

订阅 2018 年《今晚报》可免费参加

百姓健康大讲堂每月开讲四五场，
深得读者喜爱，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读
者表示，
专家们的讲课内容贴近实际、通
俗易懂，读者受益匪浅。订阅 2018 年
《今晚报》可免费参加。
第五十四期由天津市人民医院血管
病诊疗中心血管外科 3 科主任兼心脏内
科 2 科主任曹月娟主讲，主题为“从头到
脚防治心血管疾病”
。
心血管疾病已位居全球死亡人数的
首位，远远高于位居第 二位的恶性肿
瘤。曹月娟介绍，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
因素，除了性别、年龄和遗传因素以外，
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缺乏运动、
高脂饮食、吸烟、酗酒等。其中，性别年
龄和遗传因素是不能改变的因素，而其
他多个危险因素均可以通过后天努力纠
正。心血管疾病的日常预防包括五大方
面，饮食要科学、心态要平稳、运动要适
度、天气要关心、烟酒要戒掉。
一旦发作心血管事件，家庭急救很
重要。曹主任表示，首先要拨打“120”急
救电话，
而非联系亲戚朋友，
耽误救治时
间。让病人就地平卧，酌情含服硝酸甘
油或吸氧，不做不必要的搬动，禁止病人
情绪躁动和让病人自己行走、上下楼，
处
理不当会导致心肌缺血范围加大，甚至
心脏骤停。
第五十五期由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
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主任医师单春艳主
讲，
主题为“共同关注糖尿病肾病”。

制定护牙方案 关爱牙齿健康
口腔 3D 多功能 CT、口腔 RVG、全口牙病
系统检查。另赠送每位参加者精美漱口杯
1 份（价值 18 元）、精美牙线 1 份（价值 38
元），
以及新年礼品一份。
时间：
1 月 23 日、25 日 9:30—11:30。
地点：南开区城厢东路与南城街交口
美奥口腔。
人数：
每期 30 人，
限中老年人参加。
费用：
38 元/人，
凭身份证报名参加。
咨询电话：27501230、18630818379。
报名地址：南京路 358 号今晚报社院
内今晚报读者俱乐部。

摘沙窝萝卜 尝农家小菜
每位报名参加者可获赠 10 斤沙窝萝卜
成一致共识，Hp 感染后根除抗衡因素外
均应根除治疗，但是目前 Hp 耐药率高，
根除后可能复发，根除治疗并发的副作
用等一系列问题仍需我们继续研究，尤
其我们应该研究 Hp 与宿主之间的作用

关系，从分子机制及遗传学方面继续研
究以便能从肿瘤靶向治疗方面有所突
破，改善 Hp 相关胃癌患者的预后。同
时，应健全 Hp 患者的管理系统，做到疾
病随访，
预防早癌的发生。

游古镇 赏民俗 泡温泉
今晚报读者俱乐部带您魏集古镇两日游
今晚报读者俱乐部带您走进魏集古村
落，
体验鲁北民俗。魏集古村落位于山东省
惠民县魏集镇，
是一处仿明清时期古建筑风
格的景区。
“古庙、
古街、
古牌坊、
古井、
古车、
古
码头”
六古特色景观再现了千年古村原貌。
活动第一天游览魏集古镇。景区内
包含永安码头、芙蓉河、国学堂、风雨水
车、定安古井、英雄故居、风雨长廊、绣楼
等近 30 处景点。每位成人赠送 30 元景
区消费体验券（具体使用方式以景区政
策为准）。第二天将带领大家在圣豪丽

景温泉度假酒店享受豪华天然温泉，请
读者自行准备泳衣、沐浴用品等温泉所
需用品。中途可在餐厅用自助餐，也可
到休息区活动区游玩。温泉活动结束
后，
15：
00 左右集合后返津。
时间：1 月 20 日周六出发，限报 50
人，欲报从速。早 7：50 在今晚大厦门口
集合出发，具体开营时间以天气因素及
报名人数进行相应调整。
价格：1.2 米以下儿童 298 元/人，成
人 489 元/人，考虑到安全因素，本次活
动参与者年龄限 78 岁以下。以上价格
均包含门票、车费、1 早餐 2 午餐 1 晚餐
及保险。
咨询电话：27501230、18630818379，
请携带身份证前来报名。报名地址：南京
路 358 号今晚报社院内今晚报读者俱乐
部。现场报名有精美礼品赠送，数量有
限，
先到先得。

作为天津口岸独有的传统出口商
品，
沙窝萝卜一直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港
澳等地区，深得人们青睐。
上期本版刊登了今晚报读者俱乐
部组织沙窝萝卜采摘一日游的消息
后，读者踊跃报名，十分火爆。因活动
名额有限，很多没有报 上名的读者希
望今晚报读者俱乐部能再组织这样的
活动。为满足读者需求，今晚报读者
俱乐部推出沙窝萝卜采摘一日游第二
期，邀请读者赴沙窝村，亲手采摘沙窝
萝卜，体验别致的农家 乐趣。名额有
限，欲报从速。
活动时间：1 月 20 日。活动内容：
早 9 点 30 分在今晚大厦集合，出发前往
西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抵达后参观

西青灵芝园，了解灵芝种植过程，随后游
览当地农贸市场。午餐品尝当地农家小
菜。午餐后前往沙窝萝卜种植基地体验
亲自采摘萝卜的乐趣（每位客人赠送 10
斤沙窝萝卜，超出后自行购买）。体验结
束后适时返程结束愉快采摘之旅。考虑
到安全因素，本次活动参与者年龄限 78
岁以下。
活动费用：78 元/人，费用包含往返旅
游巴士、当地农家午餐、旅行社责任险和意
外险、导游服务。
报名电话：27501230、18630818379。
报名地址：南京路 358 号今晚报社院
内今晚报读者俱乐部。请携带身份证前来
报名。现场报名有精美礼品赠送，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