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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伤慢熬
肾脏不可承受之重

来自国际肾脏病学会的
数据显示，肾脏疾病是目前
全球死亡率中排第11位的
疾病，据估计全球有8.5亿人
患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肾脏疾
病，而因缺乏透析和移植而
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达230
万~710万人。

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逐年
增高，我国2012年慢性肾脏
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我
国成年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患
病率高达10.8%，在我国北
方和西南部地区这一比例更
高。一方面，慢性肾脏病常
常合并贫血、骨代谢异常、心
血管并发症等多种并发症，
影响患者的生理状态和日常
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死亡风
险升高；另一方面，由于慢性
肾脏病起病和进展隐匿，部
分患者一经发现即进展为终
末期肾病，极大地增加了社

会医疗开支和经济负担，对
医疗卫生事业造成了巨大的
挑战。

而急性肾损伤是慢性肾
脏病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
肾健康的“偷袭者”，近年来
急性肾损伤发病率显著上
升，病死率亦水涨船高。
2015年的一项急性肾损伤
流行病学调查评估了来自我
国大陆地区22个省44家大
学附属医院 2223230 例患
者，采用KDIGO诊断标准和
扩展标准，得出急性肾损伤
的检出率分别为 0.99%和
2.03%。据此估计，2013年
我国共有140万~290万急
性肾损伤住院，总花费130
亿美元。

多管齐下
保护肾脏，我们一起行动

就维护肾脏健康而言，
早期诊断、预防和延缓慢性
肾脏疾病进展是减少个人和
国家在肾脏病治疗费用和降

低不良结局的有效手段。
那么，如何预防肾脏疾

病呢？下面介绍几种方法：
1.饮食好习惯：《肾脏病

科普丛书》是这样总结的：莫
为了对得起那张嘴，却累坏
了那尊肾。保护肾健康，就
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人体所需六大营养素摄入均
要适量，做到既养胃又养肾。

2.做好肾保健：补肾非
护肾，补肾莫过头，与其常补
肾，不如护好肾；喝水好习
惯，憋尿坏习惯，忙里偷个
闲，多上卫生间；劳逸要结
合，防护要统一，防寒又避
湿，定期做体检。

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病
呢？《肾脏病科普丛书》这样
总结：查个尿吧，如果怀疑肾
有病，没有比这更简单可靠
的了。尿乃肾脏的一面镜
子。肾受到的损害往往悄无
声息，大多数慢性肾脏病患
者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或
者症状很轻微，等到出现症

状时再就诊，肾功能可能已
丧失大半，最终只能通过透
析或肾移植来维持生命。

借助这些“慧眼”，早期
发现肾脏病，能让患者及早
得到诊断与治疗：

1.关注早期信号：慢性
肾脏病在未确诊前可以出现
许多症状，如疲劳、乏力，眼
睑、颜面、下肢水肿，尿中泡
沫增多，不明原因的食欲减
退、恶心、呕吐，血压升高（特
别是年轻人）、皮肤瘙痒、肌
肉震颤、手脚麻木、嗜睡、反
应迟钝等，如果出现应尽早
到医院就诊；

2.定期体检：定期体检
是在健康人群中发现慢性肾
脏病的首要方法，健康人需
要一年检查一次尿常规和肾
功能。对于高危人群来说，
采取相应手段实时追踪、评
估肾情况也是发现慢性肾脏
病的重要手段。常见的肾检
查主要包括尿常规、肾功能
以及肾脏彩超检查等。 对
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引起的
肾脏病，需要依靠一些特殊
的检查如尿微量白蛋白定量
等来发现早期肾损害。

生命致美，肾愿相随！
关注生命之美，关爱肾脏健
康，我们一起行动！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1616

仲景养生
ZHONG JING YANG SHENG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新会陈皮的好处，《舌尖上
的中国》讲述“味道”的一期专
题里，还详解了新会陈皮，很多
人也开始用新会陈皮养生保
健。

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
痰，陈皮入药最早见于东汉医
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清代
《广州府志》中，乾隆曾盛赞，橘
皮以广陈皮为贵，出新会者最
良，而新会陈皮以珍藏年份久
的更被称为珍品，有“百年陈皮
胜黄金”的说法。新会陈皮凭
什么获得认可？理由如下：

第一，2006年10月国家质
检总局正式批准广东江门市新
会柑和新会陈皮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新会陈皮在2009年
已经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新会已经有700多年的
种植和加工历史。

第二，新会陈皮是新会柑
（又名茶枝柑）果实的果皮，品
种优良。新会柑生长环境和气
候均有利于新会陈皮形成油室
饱满和芳香浓郁的质量特色。
新会陈皮种植、采收、洗选、开
皮、晒制、陈化、分级都执行的
是《地理标志产品 新会柑》和
《地理标志产品 新会陈皮》两
个省级标准。

第三，新会陈皮含有的黄
酮类成分和挥发油成分高于其
他产地的陈皮，还含有丰富的
多甲氧基黄酮，且新会陈皮的
陈化时间越长，其黄酮类物质
有增加趋势。这些成分具有抗
炎、抗病毒、抗癌、抗菌、延缓衰
老、心血管保护等作用。

新会陈皮凭着地道、优质、
有效，理所当然被人们喜爱和
推崇。选地道陈皮，就到张仲
景大药房，这里经营五年、十
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的
新会陈皮。

新会陈皮凭什么
比普通陈皮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生命致美，肾愿相随 □刘东伟 刘章锁

烩面、胡辣汤，这些河南
人津津乐道的美食，从健康
膳食角度看，则是多油、多盐
的食物。对于河南人饮食口
味过重的问题，营养学家多
次提及，并建议合理控制、逐
步减量，以达到健康饮食、营
养均衡的目标。

成人每人每天摄入食盐
不超过6克

食盐摄入过多可使血压
升高，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显著增加，还可增加胃病、
骨质疏松、肥胖等疾病的患
病风险。高脂肪、高胆固醇
膳食（包括摄入过多的烹调
油和动物脂肪）不但会造成
肥胖，还可引发糖尿病、高血
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

和冠心病。长期血脂异常又
可引起脂肪肝、动脉粥样硬
化、冠心病、脑卒中、肾动脉
硬化等疾病。

除了多油和多盐，糖也
是龋齿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添加糖与饮食质量不佳、肥
胖和慢性疾病风险有关。通
过饮用含糖饮料摄入添加糖
会增加总能量摄入，可能会
降低其他营养食品的摄入，
造成膳食不平衡，导致体重
增加，并加剧慢性疾病风险。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荐健康成人每人
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
（包含隐形盐）。6克的摄入
量，形象地估算就是1啤酒
瓶盖大小。而膳食指南推荐
的健康成人每人每天烹调用
油量，则不超过30克；糖的
摄入量每人每天不超过50
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生活中隐藏着
不易被察觉的高油盐

专家建议，购买食品时
要习惯查看食品包装上的营
养成分表，选择含钠、油脂和
糖含量低的，不含反式脂肪
酸的食物食品。

而一些包装食品，诸如

熟食肉类或午餐肉、香肠和
罐头食品（咸牛肉、火腿肉、
卤蛋、咸蛋、牛肉干、鱼罐头）
的钠盐含量很高，要警惕“藏
起来”的盐。

方便面、速冻食品和零
食（如五香瓜子、话梅、果脯、
薯条等）含有过多的不可见
的盐，应少吃这些加工食品。

油炸菜品、油条等含油
脂很高，糕点类是多油多糖
食品，坚果类也是高脂肪食
品，因此要少吃。

每天一万步
大部分人都会从中受益

国家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办公室推荐每周应至少
进行 5 天中等强度身体活
动，累计150分钟以上；坚持
日常身体活动，平均每天主
动 身 体 活 动 6000~10000
步；尽量减少久坐时间，每小
时起来动一动。

“动则有益、贵在坚持、
多动更好、适度量力”是运动
健身的基本原则。每日一万
步是生活中适合一般人群的
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
经常运动可以降低过早死亡
的危险，降低心脏病、中风和
2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20%

~30%；帮助控制体重，可使
发生肥胖的危险降低50%；
帮助预防和延缓高血压的发
生和发展、将结肠癌和乳腺
癌发生的风险降低 20%~
30%；帮助构建和维持健康
的骨骼、肌肉和关节，使有慢
性骨关节功能障碍人群的功
能状况改善。

现代医学认为“静养”也
不适合术后康复人群。患者
术后即应该在医生护士的指
导下，掌握活动技能，循序渐
进地进行每日活动，有利于
加快康复。

编者按 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生活方式健康，减少疾病发生
受访专家：河南省疾控中心社会教育室主任 李莹□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知识问答
（多选题）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推荐的标准
中，正确的是：

A. 成人每人每天食盐
摄入量不超过6克

B. 成人每人每天烹调
用油量不超过30克

C.每人每天最好控制
糖的摄入量在6克以下

D.健康成人每人每天
烹调用油量在50克为宜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
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
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说起肾脏，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机体的排泄器官，排出体内的毒物、药物、代谢产物等
不益于机体健康的“废物”。殊不知它还有调节机体内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的作用。
你今天喝多少水、吃多少盐、补多少钙等，都需要肾脏的平衡调节才能让机体的各项功
能正常运转。更不得不说的一个功能，就是肾脏还是体内部分重要激素的“生产商”，它
产生的肾素、前列腺素可以调节机体的血压、水平衡，促红细胞生成素可调节红细胞的
生成，活性维生素D3可以调节机体的钙磷代谢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