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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广告

3 月 11 日是第 16 个世界肾脏
日，今年的主题是“积极面对肾病，共
享精彩人生”。

都知道剧烈运动会导致肾脏损
伤，但适量的运动其实是能帮助肾脏
患者康复的。一位68岁的患者，曾经
患有严重的肾病伴有糖尿病，住院大
半个月，每天意志消沉。医生为他开
出运动处方，坚持散步半年后，他重返
工作岗位，身体状态也明显好转。

“护士长，我现在又回去上班两
个月了，药也可以少吃了。”几天前，
市民王先生开心地给中国科学院大
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肾
内科）护士长林海雪打电话，欣喜地
介绍自己最近的情况。林海雪清楚
地记得，半年前的他可完全不是这个
样子。“当时这个患者是因为慢性肾
炎住进医院的，当时他的脚肿了，也
没有胃口，患病以后瘦了十几斤。”林
海雪说，加上这位患者还有糖尿病，
每天要吃很多种药，患病后情绪非常
低落，什么话也不想说，总感觉自己
就要不行了一样。

为了帮助该患者重拾信心，护士
长建议他加入慢性肾脏病运动康复
群，一起运动康复，但患者不太乐

意。在护士长的鼓励下，这位患者答
应进行康复评估，随后根据医生开出
的运动康复处方做了起来。由于该
患者不适合剧烈运动，医生给他开出
的运动处方非常简单：每天步行半个
小时，每周坚持5次以上。

当时这位患者认为，这运动要求
也不高，就坚持认真做了起来。没想
到看起来简单的运动，效果非常好。
几个月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明
显好转，体重也增加了好几斤，精神
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半年后，医生又对这位患者进行
了康复评估，发现他的各项指标有了
明显的变化：在进行肾脏康复前，6分
钟步行试验只能走270米，现在已经
可以走到500米；5次坐立试验的时
间，康复前是15.5秒，现在只需要7
秒，说明行动也敏捷了很多。此外，
双手的握力有了明显的加强。

国科大华美医院肾内科主任罗
群介绍，运动康复是提高慢性肾脏病
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不过，慢
性肾脏病患者的运动要在医生的评
估和指导下进行，运动康复包括有氧
运动、抗阻运动和灵活性运动等。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郑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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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肾病就不能运动？NO！
根据运动康复处方散步半年多，他重返工作岗位

1.水肿：常出现于眼睑、双
下肢及足踝，可伴有尿少及体
重增加。

2. 高血压：对没有高血压
家族史的年轻患者，若血压升
高，应高度怀疑是否患有肾
病。高血压病人应注意检查尿
常规，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会进
一步加重肾脏病理性损害。

3. 少尿或无尿：正常人一
日尿量 1500-2000 毫升，24 小
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少尿，
少于100毫升叫无尿。

4. 多 尿 ：每 人 尿 量 超 过
2500毫升。

5.排尿异常：尿频（每日排尿
＞8次）、尿急、尿痛、夜尿增多。

6. 血尿：尿液发红或呈茶
色。

7. 尿中泡沫增多：是尿中
出现大量蛋白的表现，与肾脏
病密切相关。

8.腰痛、腰酸。
9.其他：如精神萎靡、食欲

不振、肢软乏力、面色苍白、贫
血等。

有人短短几年变成“尿毒症”
有人患病20多年仍健在
医生：慢性肾病患者要定期随访、严格遵守医嘱、保持乐观心态

3月11日是第16个世界肾脏日。鄞州二院（宁波市泌尿肾病医
院）肾内科学科带头人包蓓艳主任医师特别提醒，慢性肾病患者一
定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即便病情好转，也应严格遵从医嘱，切
不可盲目增减药物或停药，以免病情复发甚至加重。

擅自调整用药导致“尿毒症”

说起因为不遵医嘱而导致
严重后果的病例，让包蓓艳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患
者。几年前，年仅27岁的蔡女
士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尿蛋
白异常，到肾内科专科进一步检
查后，医生发现她不仅尿蛋白
3+，血肌酐也有130umol/l，最
终诊断为“IgA肾病”。

一时难以接受病情的蔡女
士，此后辗转就诊于宁波多家
医院，甚至多次远赴南京求医
问药，但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这才慢慢接受了现实。对症治
疗约10个月后，复查尿蛋白成
功转阴，血肌酐也得到了较好
的控制，病情趋于稳定。蔡女
士便慢慢放松了警惕，医生嘱
咐一个月复查一次，她却隔三
五个月才复查；医生嘱咐“一天
服药3次，一次4片”，她却自
做主张改成“一天3次，一次2

片”；甚至擅自停用了个别用
药。就这样一段时间后，她突
然出现颜面及双下肢浮肿伴胸
闷不适，再次前往医院就诊后，
经过检查发现，原先已控制较
好转阴的尿蛋白再次出现，此
时血肌酐已高达757umol/l，
同时伴有电解质紊乱、贫血等
问题，医生当场诊断为“尿毒
症”。知道这个结果后，蔡女士
后悔不已。

“像蔡女士这种因不遵医
嘱而复发或加重的患者临床上
不在少数。”包蓓艳主任说，慢
性肾脏病是全球最常见慢性病
之一，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
病率高达10.8%。慢性肾脏病
病程长，大部分病友需定期复
查并长期服药，盲目停药或擅
自调整药物剂量都不可取，会
影响疾病治疗，甚至造成严重
后果。

八旬老太患病20多年仍健在

在包蓓艳的诸多病人中，
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20多
年前就确诊为IgA肾病，在鄞
州二院肾内科门诊规律随访已
有15年之久。多年来，老人一
直积极配合治疗，医生说什么
她都照做，依从性非常好，所以
病情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
今仍然健在。而这样的“老朋
友”包蓓艳还有很多。

“慢性肾病目前虽然无法
完全治愈，但是患者也没必要
过于悲观绝望。”包蓓艳说，只
有约1%的慢性肾病患者最终
会进展为尿毒症，而且这会是
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大部分
患者在积极治疗下，都能保持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即便到了
尿毒症期也不代表没有希望，

仍可选择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肾脏移植等替代治疗来维持生
命。

“慢性肾病患者一定要保
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包蓓艳
说，目前约有500余名尿毒症
患者在鄞州二院血液净化中心
维持血透治疗，最长血透年限
已有28年之久；还有430余人
长期在腹透门诊规律随访，其
中60岁以下的居家腹透患者
约有 40%仍在正常从事工
作。此外，每年有四五十个“幸
运儿”能在鄞州二院肾移植中
心等到肾移植手术的机会，而
这些人重获新生后基本都能正
常回归社会和工作。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谢美君 赵宇

这些肾病早期的症状一定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