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胖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形体上的危害， 还包括身心的危
害， 其中心脑血管、 心脏、 呼吸系统、 肝脏等都会受肥胖的危
害。 近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肥胖与糖尿病大型义诊活
动， 共为 500 多位市民免费提供减重咨询、 测量血糖、 血压、
体重等服务， 指导民众通过饮食、 药物、 运动等方式保持健康体
重从而远离疾病困扰。

通讯员 黄程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詹蓉 王永
梅 沈立） 江西萍乡的吉吉今年 1
岁 3 个 月 ， 是 个 特 别 调 皮 的
“熊” 孩子。 前几天， 爸爸妈妈
边带他玩边做家务， 妈妈将要洗
的衣物放在洗衣机里清洗。 好奇
的吉吉趁妈妈去晒衣服的时间，
搬来小板凳爬上洗衣机玩耍， 不
慎头朝下栽入了装满水的洗衣机
内。 妈妈立即倒抱起吉吉， 当时
吉吉神志不清， 面色苍白， 口唇
青紫， 无呼吸。

所幸， 吉吉爸爸刚刚学过急
救措施， 他马上对孩子采取了胸
外心脏按压、 口对口人工呼吸及
保暖等现场急救， 并同时指挥妈
妈同步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很快

吉吉鼻孔有饭粒及脓痰涌出， 随
后吐出少量的水。 约 3 分钟后吉
吉有睁眼反应， 脸色转红润， 有
呼吸动作， 家属继续按压并在当
地 120 医护人员陪同下将吉吉送
入湖南省儿童医院 ICU， 病情稳
定后转入急诊综合一科进行进一
步治疗， 经过积极治疗后， 吉吉
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基本恢复正常。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一
科罗海燕教授提醒， 孩子溺水后
急救要把握黄金 3 分钟， 如果抢
救不及时， 很有可能出现死亡，
就算抢救过来， 也可能因为脑缺
氧而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所幸吉
吉的爸爸学会了日常急救知识，
为医生随后的抢救赢得了时间。

■门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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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对碘盐的争论颇多：
食盐加碘这么多年 ， 补够了吗 ？
甲状腺疾病高发是否和补碘过量
有关？

5 月 7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 《全国生活饮用水水碘含量调
查报告》 （以下简称水碘调查），
这份全国性的水碘地图， 精确到
了村级的水碘含量， 可以指导各
地科学补碘。 在我国防治碘缺乏
病宣传日前夕， 多位疾病预防与
控制专家， 对我国居民如何科学
补碘进行了解读。

大部分地区水碘含量低

据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
中心副主任申红梅介绍， 2017 年，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以村为单位 ，
开展了全国生活饮用水水碘含量
调查工作， 此次调查距离上一次
已超过 30 年 。 此次调查结果显
示， 我国大部分地区外环境水碘
含量较低， 全国乡级水碘含量为
3.4μg/L， 83.6%的乡水碘含量在
10.0μg/L 以下， 即使在水碘含量
大于 10.0μg/L 的乡中， 也存在一
定比例碘缺乏村 （17.0％）， 因此
应继续坚持普遍食盐加碘策略 ，
并按照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的原
则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 调查报告显
示， 我国部分省份存在水源性高
碘地区， 全国 2.1%的县和 2.6%的
乡， 以及第二阶段调查 25317 个
村水碘在 100.0μg/L 以上， 覆盖人
口 4065 万人。

“与 2005 年的调查相比， 本
次乡级调查除河南、 山东、 河北、
安徽、 江苏、 天津、 山西、 内蒙
古外， 新发现陕西、 湖南和广西 3
个省存在高碘乡， 1050 个高碘乡
分布在 11 个省的 159 个县。” 申
红梅表示 ， 北京地区通过改水 ，
水碘含量已经降到了 10 微克 /升
以下。

根据水碘调查的结果， 申红
梅提出了居民补碘建议， 水碘在
10.0μg/L 以下地区 ， 居民应食用
加碘食盐， 防止碘缺乏造成的危
害。 水碘在 10.0-100.0μg/L 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建立碘缺乏地
区和适碘地区划分标准， 为科学、
精 准 补 碘 提 供 依 据 。 水 碘 在
100.0μg/L 以上的地区， 居民应食
用未加碘食盐， 高碘病区 （水碘
在 100.0μg/L 以上且甲肿率>5%的
地区） 居民改饮低碘水， 预防高
碘危害。

一般人群建议
通过碘盐科学补碘

中国曾是世界上碘缺乏病分
布广泛、 病情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地方性甲状腺肿是最常见的表现
形式， 就是人们常见的 “大脖子
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相关
人员表示， 我国自 2005 年以来始
终处于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水碘地
图可以发现， 我国大部分地区水
碘含量较低， 如何科学补碘？ 人
群推荐量也有不同。 根据 《中国
居民补碘指南》 的标准， 成年人
每日碘的摄入量在 120μg， 孕妇及
哺乳期妇女体内碘含量向婴儿供
碘有重要作用， 因此对孕妇和哺
乳期妇女的要求是正常成人的两
倍， 即每天 230-240μg。

据申红梅推算， 以一般人群
碘推荐摄入量 120μg/d 为例， 饮水
中获得的碘量大约 5μg/L×2L/d=
10μg/d， 食物中摄入的碘量约为
25~50μg/d； 食盐中摄入的碘量约
为 25mg/kg ×5g/d ×20% =100μg/d。
虽然可以通过像海带、 紫菜等含
碘量较高的食物来补碘， 但是加
碘盐以持续、 方便、 经济等因素
占优势， 一般人还是建议使用加
碘食盐进行补碘。

甲状腺疾病高发
碘盐不背锅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患病率逐
年上升， 许多人认为这是碘盐吃
多了， 碘过量导致的疾病。 “锅
都让碘盐背是不行的。” 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医师单忠艳认为， 像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增加与碘过量
并无直接关系。

“目前明确的就是临床甲亢
和亚临床甲减和碘营养过量有
关。” 单忠艳介绍， 当碘缺乏或者
是碘过量会增加临床甲亢的患病
率， 碘过量也会导致亚临床甲减
的增加。

普通人碘营养状况评价都有
标准， 当成人的尿碘中位数超过
300μg/L 时就属于碘过量 ， 小于
100μg/L 就是碘缺乏。 碘缺乏所致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往往发生在碘
缺乏地区， 食用加碘食盐是最有
效的方法。 碘过量所致甲减程度
较轻 ， 常见亚临床甲减 ， 此时 ，
需查找碘过量原因， 例如高水碘、
食用过多富碘食物等， 对这些患
者要限制碘的摄入。

对于目前发病率超过 20%的
甲状腺结节， 单忠艳认为没有证
据表明碘过量和甲状腺结节发病
率增加有关。

“甲状腺癌患者可以正常碘
饮食。 如果手术后行放射性碘清
甲或清灶治疗， 治疗前需要低碘
饮食。” 单忠艳说。

彭湃君

甲状腺疾病高发

碘盐不背锅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丽） 来
自常德市桃源县 68 岁的李阿姨
有 20 余年的糖尿病病史 。 近 2
年来双足内外侧皮肤时常出现大
疱， 破溃后深部感染， 导致局部
肌肉坏疽， 迁延不愈。 半月前，
她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
科诊治糖尿病足。 在接受了半个
多月的治疗后， 恢复良好， 避免
了截肢。

入院后检查发现， 李阿姨的
空腹血糖竟然高达 12 毫摩尔/升，
双足多处溃烂， 其自身还合并有
肺部病变、 低蛋白血症等复杂情
况。 在该院内分泌二科主任赵新
兰的主持下， 内分泌科、 骨科、
血管介入科、 临床药学、 感染科

等多学科专家探讨决定， 为李阿
姨进行深部彻底清创、 白蛋白补
充以及抗感染等治疗。

赵新兰介绍， 糖尿病足是糖
尿病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是糖尿
病患者致残甚至致死的重要原因
之一。 赵新兰提醒， 糖尿病患者
应从日常做起， 控制血糖， 预防
皮肤破损， 重视糖尿病足和足部
护理。 一定要做好足部卫生： 每
日清洗足部保持清洁； 建议他人
试水温或使用水温计 ， 预防烫
伤； 避免使用烤火炉、 热水袋、
电热毯， 避免烧伤。 避免暴力擦
拭揉搓， 适当使用润肤油； 尽量
穿着棉袜和宽松鞋子， 每天检查
足跟， 足底， 趾缝。

肥胖与糖尿病健康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