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门诊中，谈平还经常遇到
因为乱吃药患上肾脏疾病的病
例。

“以为中药无毒副作用，就
当保健品吃了，谁想到会引发肾
衰啊？”家住万宁的50岁患者李
科（化名）聊起自己从患上尿道
炎到肾衰的经历，至今懊悔不
已。

去年 8 月，李科得了尿道
炎，到当地医院就诊，医生给他
开了一个星期的西药和中成药，
吃完后感觉好多了。由于害怕
西药有毒副作用，他擅自停了西
药，继续服用中成药。本以为中
成药应该没有毒性，可当他服用
2个月之后他的血肌酐值严重超
标，肾脏受到明显损害，原因是
他一直在服用的中成药中含有

“木通”，对肾脏有毒性，长期服
用会对肾脏造成损害，引起肾
衰。

“近年来，滥用药物或不规
范用药所致的药物性肾损害逐
年增多，应该引起重视”。谈平
表示，药物治疗可使人类受益，
也会引起人体多种器官损害，而
肾脏则是受损害最为严重的器
官之一。

谈平提醒，一些慢性病患
者需要长期服用某类中成药
时，必须咨询医生，了解其所含
的成分及是否具有肾脏毒性。
比如马兜铃类中草药（如关木
通、广防己、青木香、马兜铃
等），很可能会引起多种肾损
害，是引起肾功能衰竭的重要
原因。

“除中草药之外，不少常用
的西药也具有较大的肾毒性，必
须慎重使用，”谈平表示，具有明
显肾毒性的西药有抗生素、消炎
镇痛药、抗癌药等。

此外，谈平提醒，有很多自
觉肾虚的患者，总想用些补肾药
物改善症状，加之许多广告的夸
大宣传，导致补肾药物误用滥用
的风险大增。殊不知，“是药三
分毒”，目前也没有确切的资料
证实“补药”能起到“补肾”的作
用，相反许多补药内含成分并不
清楚，不适当进补反而有可能导
致多种并发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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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14个世界肾脏日

呵护健康，请小心谨“肾”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善应

海口市民刘先生5年前拔除
了一颗牙，当时觉得缺了一颗牙
齿不影响吃东西，就没有在意，直
到两颗邻牙相继松动一咬东西就
疼，这才急忙到医院就医。

海南口腔医院修复科医生李
学盛为其做了口腔检查后发现，刘
先生左下六龄牙缺失，相邻牙齿严
重倾斜，还伴有龋齿（蛀牙）、牙龈
萎缩等症状。

“刘先生缺失牙的两颗邻牙松
动严重，已经无法保留，此外，他还
患有牙周病，需进行系统牙周治疗
后才能进行镶牙或种植牙修复。”
李学盛说，许多患者在掉了第一颗
牙齿时常常不以为然，等到相邻牙
齿出现倾斜松动才来就诊，此时缺
失牙的间隙已经很小，不仅修复难
度大，而且可能相邻的两颗牙齿也
不能保留，得不偿失。

为什么缺失一颗牙齿会有如
此大的影响呢？

李学盛介绍，一颗牙齿缺失，

相邻的牙齿就失去了固定的依
靠，且咀嚼的力量会集中在剩余
的牙齿上，加重剩余牙的负担，时
间长了会造成相邻两颗牙齿向缺
牙间隙倾斜、出现松动甚至脱
落。邻牙倾斜后，牙缝变大，食物
容易嵌塞，导致口腔卫生清洁不
彻底，长时间后会诱发龋齿、牙周
病等，造成牙龈萎缩、牙槽骨吸
收，影响口腔健康。

此外，牙齿缺失后如不及时修
复，对颌牙还会有伸长现象，导致
咬合关系紊乱，造成牙齿修复困
难、影响发音、偏侧咀嚼等后果。

李学盛提醒，长时间缺牙会对
口腔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最终患者
可能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进行治疗和修复，因此，有牙缺失
问题的患者，一定要尽早到正规医
疗机构进行修复。

缺牙不补 殃及邻牙
医生提醒：牙齿缺失不及时修复危害大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敬

近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完成了两例
通过单孔充气式纵隔镜联合腹腔镜
食管癌根治术。两位患者胸部均没
有切口，仅在颈部和腹部有两个小
切口，手术全程仅在胸腔纵隔完成，
避免了对心、肺、血管、神经等造成
伤害，扩大了手术适应人群。

52岁的谬先生是其中一位接
受治疗的患者。半年前，他进食后
出现哽咽感，还伴有胸痛、胸闷，偶
而还有恶心、呕吐，经过胃镜检查被
确诊为食道癌。

三亚中心医院心胸外科为手术
做了充足的准备，特别邀请了中山
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外科主任曹庆东
教授指导和参与，在医院麻醉手术
科密切配合下，手术团队通过颈部
约5厘米的小切口，将胃拉至颈部
行食管-胃吻合，重建消化道。大
约3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单孔充气
式纵隔镜联合腹腔镜食管癌根治
术”。手术后第二天谬先生就下床
活动了。

据该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林
青介绍，食管癌常规手术方法是开
胸手术或胸腹腔镜联合微创手
术。传统手术必须经胸腔操作才
能完成食管游离，对患者的心肺功
能也有一定要求，胸部切口引起术
后疼痛及呼吸功能下降是术后无
法避免的问题。此外，如果患者还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或胸腔粘
连等疾病，就大大增加了手术难
度、出血风险，甚至会导致大出血、
肺损伤等严重并发症。

小切口完成
大手术
微创外科让手术更安全

省卫健委加强医疗机构厕所管理

为患者提供整洁舒适
的就医环境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近日，海南省卫健委发
布《关于加强医疗机构厕所管理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全省各医疗机构加强厕所
等基础环境管理，厕所环境应当清洁卫生、整洁
有序，设施齐全完好、使用正常，为患者提供安
全、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

《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厕所环境应当清洁
卫生、整洁有序。各医疗机构要结合厕所配置现
状和患者就诊流量，科学配备足够数量的保洁人
员，并在繁忙时段增加保洁人员数量；加强监督和
巡查，确保医疗机构厕所及时清扫和消毒。

《通知》提出，各医疗机构要在今年3-4月
期间，开展厕所管理工作的自查和整改，查找存
在问题。在医疗机构自查整改结束后，自2019
年5月起，由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属地医疗
机构厕所通过抽查或暗访的方式，及时掌握属地
医疗机构的清洁状况，对厕所脏乱差的医疗机构
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要进行通报批
评。省卫健委将结合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考
核、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考核和评审评价等，对各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厕所管理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导，尤其对管理不到位和推
诿搪塞的，视情节严重情况进行通报。

中医药治疗银屑病研究
获重要突破

广东省中医院卢传坚教授和国家蛋白质科
学中心（北京）于晓波研究员联合牵头的研究团
队，在中医药治疗银屑病的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
取得突破，找到与银屑病严重程度指数和瘙痒指
数密切相关的5个血清蛋白标志物分子。其中
PI3蛋白标志物分子经过独立临床血清队列的验
证，有望用于银屑病的早期检测、严重程度评估
及复发评估。

据介绍，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免疫
系统疾病，病程长、难治疗、易复发，是人类十大
顽症之一。中医药治疗银屑病有悠久的历史，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已被多个系统评价证实。但
与西药治疗的单一靶点不同，中药成分的高度
复杂和多靶标使得中医药的精准诊治具有极大
的挑战性。

为了找到可用于银屑病诊治的标志物分子，
该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基于血液蛋白质组的
中医药精准医学研究策略。通过系统分析银屑
灵优化方治疗银屑病前后血液蛋白质组的表达
数据和临床数据，不仅证实了以往研究中发现的
中性粒细胞和性别对于银屑病的影响，还发现了
前述5个标志物分子。研究还鉴定出12个与疗
效密切相关的蛋白，为进一步揭示中药复方的作
用机制以及指导临床精准用药奠定基础。

据介绍，银屑灵优化方是卢传坚教授在国医
大师禤国维先生的经验方基础上经十余年临床
和现代药理学研究逐步优化而来。该研究成果
近日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诊疗学》。

（科技日报）

“百万助孕基金”发放
贫困家庭可申请免费治疗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海南现代妇女儿
童医院2019年“百万助孕基金”启动发放，凡居
住在海南，有辅助生殖需求的家庭可前往申请。
据悉，该基金自去年成立以来，已帮助500多个
家庭，共发放助孕资金110万元。

据了解，不孕不育症治疗在海南尚未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费用范围。攻克此类疾病，技术
要求高，治疗周期长，试管婴儿的花费可高达数万
元，对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为让更
多家庭实现孕育梦想，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成
立了“百万助孕基金”。从今年3月7日起，贫困不
孕家庭来该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都可以申请救
助，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得5000元的助孕基金。
获得助孕基金的家庭进入试管婴儿周期后可以减
免相应费用。助孕基金有效期为一年，超过有效
期可重新申请。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符光雄

3月14日是第14个世界肾脏日，今年的主
题是“全民肾脏健康”。据了解，肾脏病已经成为
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发病率高达10%以上，目
前全球有8.5亿人因各种原因罹患肾脏疾病。肾
脏疾病已经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第六大死亡原
因。

为提高人们对慢性肾病高发性和危害性的
认识，让更多早期慢性肾病可以早发现、早治疗，
日前，慢性肾衰专科门诊在海南省中医院正式挂
牌。

3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海南省中医
院肾病风湿科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
专业委员会委员谈平，盘点肾病的症状及预防。

小知识

如何修复缺失牙？
目前口腔修复方式主要分为活

动义齿、固定义齿和种植牙修复三
类。

1活动义齿

▶活动义齿，其原理是通过“卡
环”勾住剩余牙齿来稳定假牙，用人
工牙来修复缺失牙，基本适用于所
有缺失牙齿的人群，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患者异物感大，会影响发音等。

2固位义齿

▶固位义齿修复最大的优点是
异物感、对发音的影响较小，因此使
用舒适。一般采用金属外烤瓷或全
瓷材料，外观上可以做到与天然牙非
常接近，美学效果非常好。但需要少
量磨除缺失牙两侧的天然牙来固定。

3种植牙

▶种植牙，是以植入骨组织内结
构作为支撑，固位上部假牙，种植牙
是目前公认的缺牙修复首选方法，不
仅无需磨小邻牙，而且外形美观，功
能几乎接近真牙。

“如果血压得不到有效控制，那
5-10年就可能会发生高血压肾病；
如果血糖得不到有效控制，5年以
上就会发生糖尿病肾病。为了你的
肾，还是好好控制你的血压和血糖
吧！”今年56岁的肾衰患者李明月
（化名）经常这样劝说患有高血压和
糖尿病的老朋友。她当初不听医
嘱，患上了肾衰竭。

李明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
己患有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
平时不重视规律服药。4年前，她
出现双下肢浮肿，并感觉胸闷气
促，连躺下睡觉都困难，被诊断为

“慢性肾衰竭5期，急性左心衰”，从
此便开启了一周三次的血液透析
治疗。

在省中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
海南日报记者发现，这里绝大多数

患者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其中
大多数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慢
性肾衰竭患者。

“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导致终
末期肾脏病的主要病因是糖尿病肾
病。而在我国，报告显示肾病的流
行病学也正发生着转变，老年慢性
肾病的主要病因是糖尿病和高血
压，而非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谈平
提醒，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两大类基
础病患者要及早筛查肾病，提前做
预防。

“肾脏病与心血管疾病是一对
‘难兄难弟’。”谈平表示，肾病会加
速心血管恶化。另一方面，心血管
疾病会加重肾病，特别是一些长期
患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不力造
成肾小球内囊压力升高，肾小球纤
维化、萎缩以及肾动脉硬化，发展成

继发性的高血压肾病，从而导致肾
损伤、肾功能不全，严重者甚至出现
肾衰竭。

“糖尿病肾病并不可怕，三期
前发现完全可以得到控制和治
疗。”谈平介绍，糖尿病肾病一共分
五期，其中前三期临床上很少发现
症状，等到第四期发现症状的时候
疾病已经很难控制。因此，尽早预
防是关键。

谈平提醒，糖尿病患者一定要
积极、正确地接受治疗，严格饮食控
制、药物控制，加强体育锻炼。病情
控制得好可延缓甚至避免发展到糖
尿病肾病。另外，糖尿病患者还要
定期做检查，每半年查一次“尿微量
白蛋白”，它比普通的尿常规检查能
够更早发现糖尿病肾病。若检出异
常，应尽早诊治。

“为什么年纪轻轻，我就出现
肾衰？”躺在海南省中医院血液透
析中心病床上，今年只有32岁的
慢性肾衰竭患者李晓峰（化名）总
是想不通。

李晓峰说，他不到16岁就到外
地打工，干的全是重体力活儿，还经
常加班熬夜。28岁那年，因为头晕
恶心呕吐不止，双下肢出现浮肿，到
海南省中医院就诊后，被确诊为慢

性肾衰竭第五期，此后便靠透析机
治疗。

“年轻的肾病患者并不少见，由
于未能及早发现肾炎，等到就医时，
已经发展成肾功能不全，甚至是晚
期肾衰竭。”谈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不少患者都是因为头晕恶心前
来就诊才发现病情。这种头晕是因
为慢性肾炎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
和老年人得的原发性高血压不一

样，“因此，年轻人得了高血压一定
要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如果在尿检中发现有加
号，或者血压升高，或者发现小便发
红或小便泡泡很多，都要引起重视
并及时就诊。

“年轻人工作忙压力大，一定要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注意锻炼身
体，尽量少熬夜，避免疾病发生。”谈
平提醒说。

糖尿病、高血压成中老年慢性肾病主因

病例：56岁阿姨患糖尿病多年，不规律服药导致肾衰竭

肾脏疾病频频“盯上”年轻人

病例：32岁小伙从事体力劳动，常年熬夜患上肾衰竭

用药不当引发肾衰竭

病例：50岁大叔乱服药
患肾衰竭

1

2

3

病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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