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资讯
世界高血压日

盐与高血压
今年 5月 17日是世界高血压日，

今年的主题是“盐与高血压”，旨在呼
吁公众通过限制钠盐摄入量来预防
和控制高血压。高血压是全球脑卒
中、心脏病和肾脏病死亡的最大独立
危险因素，而钠盐是血压升高的重要
危险因素。专家指出，正常人减少盐
的摄入量，可预防高血压的发生。高
血压病人减少盐的摄入量，可改善高
血压治疗的效果，减少脑卒中、心脏
病和慢性肾病的发病和死亡。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
危险因素之一。我国高血压患者人
数已突破 3.3亿，其中约有 1.3亿高血
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高
血压是心梗和中风等严重心脑血管
疾病的导火索，50%-70%的脑卒中及
40%-50%的心梗都与高血压有关，致
死致残率极高，给国家和家庭造成严
重负担。因此，普及高血压健康知
识，提高高血压防治水平至关重要。

如何判断自己的血压值：如首次
测量血压数值小于 120/80mmhg者，认
为是正常血压。如首次测量血压数
值 120-139/80-89mmhg，认为是正常
高值血压，建议复查，隔几个月复查
一次。如首次测量血压大于或等于
140/90mmhg，但 小 于 180/110mmhg，
认为可能是高血压，建议每隔 1-2 周
测一次血压，如非同日三次血压大于
或等于 140/90mmhg，可诊断为高血
压。如血压未达到 140/90mmhg ，则
继续监测血压。如首次测量血压大
于或等于 180/110mmhg，认为很可能
是高血压，建议立即降压治疗，到医
疗机构进一步检查评估；密切监测血
压，直到血压降至安全范围。

高血压患者血压目标值：一般高
血压患者降压治疗的血压目标值小
于 140/90mmhg；年龄大于或等于 65
岁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目标值小
于 150/90mmhg；高血压伴慢性肾脏
病、冠心病的血压目标值小于 130/
80mmhg，高血压伴脑血管病后患者
的血压目标值小于 140/90mmhg。

如何处理不同水平的血压：正常
血压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正常高
值血压者：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高盐
饮食者限盐，每人每日食盐小于 6克；
酗酒者限制饮酒，每日白酒不超 1两；
肥胖者减轻体重，半年减重 3-5公斤；
缺乏运动者，坚持每周活动 3-5 次。
高血压患者：坚持改变不良生活方
式；坚持合理使用降压药，长期平稳
控制血压，降压治疗要达标；血压目
标值小于 140/90mmhg。 健教所

浮针疗法：疼痛和特色治痛技术
痛症使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质量迅速

下降，是健康难以保证的最大困扰。
康复中心是韶关市铁路医院重点学

科，具有一系列特色技术和项目，为人民
群众治痛和功能康复方向提供了多种多
样的选择。这一系列特色技术当中，现代
康复训练中心和浮针为主的治痛技术，又
是特色技术项目的明星。快速治痛，首选
浮针技术,凭借浮针治痛的特色技术，韶
关市铁路医院康复中心迅速成为韶关市
康复医学行业的知名学科，在韶关地区享
有盛名，在粤北地区人民群众具有良好的
口碑。

什么是浮针疗法？
浮针疗法是由南京浮针医学研究所

符仲华博士于 1996年发明。该疗法是运
用一次性浮针在病痛周围或邻近四肢的
皮下组织进行扫散、再灌注手法治疗病症
的一种针刺治疗方法，属于物理治疗的范
畴。

浮针疗法可以大面积持久地通经活

络，促进新陈代谢，激发人体自愈能力，使
得人体可以不药而愈，具有适应症广、疗
效快捷确切、操作方便、经济安全、没有副
作用等优点，主要用于治疗筋脉不舒、血
滞不通所导致的颈肩腰腿痛和一些良性
慢性内科、妇科杂病。其优势突出，具有
安全、疗效快、可重复性好等特点。

浮针疗法四大优势
1.安全：针刺部位在皮下，不接触任

何重要神经、血管和脏器，无感染。因此
绝对安全。

2.速效：针刺痛消，无论任何原因所
发生的疼痛疾病，均可在瞬间内（1-2 分
钟）达到减轻、痊愈和根除等不同程度的
疗效。

3.无痛：浮针治疗摒除了传统针灸的
酸、麻、胀、痛的针感，以完全无痛为最
佳。

4.方便：仅需要一颗浮针，皮肤常规
消毒即可进行，施术过程短，留针期间可
自由活动，无需长时间保持固定体位接受

治疗。

浮针康复消除顽痛
2017 年 3 月，铁路医院康复中心主

任、副主任医师徐述作为韶关地区符仲华
浮针的先行者，开始了浮针疗法在韶关地
区的临床应用及系统推广工作。在徐述
浮针团队组建过程中得到了符仲华老师
的大力支持，携贺青涛、刘玉忠与杨栋等
浮针界前贤亲临铁路医院进行学术讲座
和现场指导，开展浮针培训教学活动。并
得到了贺青涛老师和孙键老师多次的临
床带教和亲临帮扶，迅速提升了团队浮针
技术的应用水平。

经过一年来的不断临床实践和总结，
针对颈椎病等痛症成立了粤北地区首个
浮针工作室——徐述浮针团队工作室，让
浮针在解决患者肩颈腰腿痛等痛症方面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两年来，已开展浮
针疗法 7000 余人次，患者临床疗效得到
明显提高，有效率高达 95%以上，且复发
率低，短期和长期效果显著。

浮针治疗颈椎病效果显著
浮针疗法对于颈椎病的治疗效果尤

其显著，一针见效。浮针治疗颈椎病，通
常选取一至两个点，在皮下进行扫散并配
合再灌注手法，迅速解除患肌紧张，改善
患肌缺血状态，疗效直达病灶，因此一次
治疗即可当场显效，大部分患者经过 3至
5次治疗可基本痊愈。

韶关市铁路医院康复中心，主要收治
脑卒中功能障碍康复、颈肩腰腿痛痛症康
复、运动康复病人，兼顾儿童康复、产后康
复、心肺内科康复、术后康复病人群体。
在技术上，具备二级医院多发病、常见病
中西医结合康复的综合能力，能较好地对
此类型疾病进行专业康复，是三级康复医
疗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医疗枢纽。

合理膳食 天天蔬果 健康你我

全民营养周启动 助力健康韶关
今年 5月 12日至 18日是我国“第五届

全民营养周”，韶关学院英东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营养系为响应中国营养学会的
号召，把全民营养周的活动引入韶关，深
入社区开展营养健康等科普主题宣传，为
韶关地区的消费者、社区、群众、家庭提供
最新营养知识，提升居民营养健康意识。

餐餐有蔬菜 天天有水果

据悉，全民营养周是贯彻落实《国民
营养计划（2017-2030 年）》，推动营养健
康科普宣传活动常态化的重要工作内
容。本届营养周主题为：“合理膳食、天天
蔬果、健康你我”。

一直都在说“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为什么今年的营养周要特别强调“蔬果”
呢？国家注册营养师、韶关学院英东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刘永吉说，原因在
于平衡饮食要靠蔬菜水果，而奶类中的钙
与蛋白质，更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果蔬”怎么吃才算合理呢？刘永吉
介绍说，首先，注重蔬菜和水果的总摄入
量，总摄入量要充足。蔬菜和水果在我们
每天正常膳食中的份量比例大约各占
25%，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所吃食物中果
蔬加起来要占一半的份量。大家在用餐
前，都可以简单估算一下两者总量有没有
占到这个比例。具体的量是多少呢？根

据 2016 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摄入量，成年
人每天蔬菜摄入量要达到 300-500g，水果
摄入量要达到 200-350g。根据这个量，我
们可以按家庭总人数对照每天（或两三
天）所购买果蔬的总量够不够。

其次，注重种类的丰富与平衡。我们
可以根据果蔬的种类数量和颜色种类选
择果蔬。数量方面：普通人平均每天的食
物种类至少要有 12 种，每周要达到 25 种
以上；其中，蔬菜每天至少要达到 3-5种，
水果每天至少 1-2种。色泽方面：我们每
天选择的深颜色（红、黄、绿、紫）蔬菜要有
2-3种。“每天买菜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与前
两天购买的种类重复等”刘永吉如是说。

最后，注意将水果和蔬菜的食用方法
多样化、简易化。刘永吉举例说：“比如将
水果放在随手可拿到的地方，做成随时可
以吃的状态；将水果当成单独的一道菜；
将可以生吃的蔬菜当做零食吃，将蔬菜与
主食混合蒸煮，或将蔬菜水果与酸奶混合
做成沙拉甜点等。”

此外，水果蔬菜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果汁不能替代水果。不同人群要根据自
身情况合理摄入蔬菜，2岁以下的婴幼儿
根据情况将不同果蔬制作成泥状糊状食
物食用；青少年注意多吃新鲜果蔬，少吃
零食；孕妇和乳母要每天摄入 400-500g
蔬菜，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

腌菜 酱菜不能代替新鲜蔬菜

针对韶关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刘永
吉指出，韶关地区有丰富的水果和蔬菜资
源，蔬菜摄入量相对充足，但种类不够丰
富，需要注意深色蔬菜的摄入和多种蔬菜
的平衡摄入；水果摄入量仍然需要提高，
需要注意每天的食用量和食用频率，水果

摄入要日常化。同时，韶关属于粤北山
区，菌菇类真菌菜肴较为丰富，是非常好
的蔬菜补充，应该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适
当多吃一些。此外，韶关地区很多居民经
常吃腌制蔬菜，但腌制蔬菜中的亚硝酸盐
不利于健康，应该多吃新鲜的蔬菜，减少
腌制蔬菜的食用量和食用频率。

韶关日报记者 巫寅婷

韶关学院营养专家到超市向市民宣传果蔬的膳食价值。静霓 摄

备战公考 视力要求不容小觑
韶关爱尔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爱琴

2019年公务员考试已进入高级备战阶
段。在这场毫无硝烟的战役中，关卡重重，
除了必须通过笔试和面试外，体检中的视
力要求也不容小觑。“是过了面试再去做近
视手术，还是早一点手术做好万全准备
呢？”不少考生陷入视力问题的纠结之中。

公招体检前
近视考生扎堆做手术

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的
十九条：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 0.8（标准对
数视力 4.9）或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
不合格。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
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职位，以及外
交、海关、安监等部门对身体条件有特殊

要求的职位录用公务员，应按照《特殊标
准》的规定检查有关体检项目。公务员特
殊体检标准第一条规定：单侧裸眼视力低
于 4.8，不合格（国家安全机关专业技术职
位除外）。法医、物证检验及鉴定、信息通
信、网络安全管理、交通安全技术、安全防
范技术、排爆、警犬技术等职位，单侧矫正
视力低于 5.0，不合格。

面对严格的视力要求，近视手术成了
许多近视考生走向辉煌人生的通关宝
典。历年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近视公务员
考生通过接受近视手术，重获清晰视力，
顺利通过体检大关。

但是，根据历年的情况来看，每年公
考体检前，到眼科医院做手术的考生就会
扎堆，有的甚至第二天要体检了，前一天

才到医院手术。“我们不提倡像这样赶时
间手术，不利于眼睛恢复。”韶关爱尔眼科
医院的主任王爱琴说，准备不充分的手
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安全第一
遵循手术注意事项

很大一部分近视考生认为现在准备
报名，可以晚些再考虑手术，其实这是一
种错误的观点。在手术前要进行一系列
详细专业的检查，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判断
是否满足手术条件。万一在检查中发现
患者不符合激光近视手术条件，再选其他
矫治方式就已经来不及了，最终结果就只
能是无法通过视力体检。因此建议参加
公务员考试、警校考试、高考特殊专业的

近视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视力要
求，提前到眼科医院进行检查。

术前检查要严要全
不能强行做手术

做激光近视手术前，医生要对患者进
行二十几道严格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
制订严格科学的方案，从而达到矫正的效

果。

注意近视术后的护理
激光近视手术后角膜组织修复有一

个过程，术后的护理非常重要。术后必须
到医院复查，检查视力、屈光度、角膜的恢
复情况，并按医嘱进行术后用药，定期到
医院复查。

儿童吹泡泡
有益健康

吹泡泡能锻炼幼儿口腔肌肉发
展，尤其是下唇控制能力，有助于他
们的语言能力发展。一呼一吸交替，
需要孩子呼吸调和，有些孩子为了能
吹出大泡泡，需屏气做长吹气，无形
中锻炼了肺活量。吹出的泡泡一碰
就破，或任凭其在眼前消失不见，像
变魔法一样，还可丰富孩子的想象
力，让孩子更加懂得欣赏美丽。

美国儿科医学博士罗尼·泽在其
《战胜宝宝慢性疼痛》一书中也推荐
了这项有趣的活动，“缓缓深呼吸有
助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同时也是锻
炼宝宝眼睛追踪和协调能力的有效
方式。”

敏稳

韶关市铁路医院（浈江区人民医院）康复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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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54期前区开出号

码 02、18、23、27、30；后区开出号码 05、10。本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36期开奖，通过 2.76亿元的

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941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 29注一等奖，来自全国 16个省

份的幸运购彩者尝到了“大奖的滋味”，呈现“雨露

均沾”的态势。

其中，7注为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花落广东（3注）、山东（2注）、黑

龙江、湖北；22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花

落上海（3 注）、江苏（3 注）、山东（2 注）、河南（2
注）、贵州（2注）、北京、辽宁、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5400万元为单票最高奖金

数据显示，尽管本期开出 29注头奖，但没有出

现亿元大奖。广东中出的 3注 1800万元一等奖全

部落入广州一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3倍投、18元

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5400万元。该大奖

幸运儿，成为当期开奖最大的赢家。

此外，贵州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全部

出自黔南州一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2倍投的 6+2
复式票，投入 24元，单票擒奖 2003万元，奖金额排

名第二位。

二等奖开出 212 注，每注奖金为 11.1 万余元；

其中 3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8.88万余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9.99万元。

三等奖中出 274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

等奖中出 3037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五等奖中

出 24606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300 元 。 六 等 奖 中 出

69652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47021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1165612 注，

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9134503 注，单注

奖金为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49.84 亿元滚存

至 5月 15日（周三）开奖的第 19055期。 陈敏

大乐透29注一等奖花落16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