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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名医优
购时间，本期依旧为大家准备了
不少触底价实惠好货！19.9元/
张泡虹都水岸温泉，168元/2晚
住邛海天空之城民宿，299元购

“负离子暖风”洗脚盆/个……
299元，为“第二心脏”买付

补药，全家都能用！
老话说：热水洗脚，胜吃补

药。脚对健康真的太重要了！脚
上分布着很多反射区和经络，和
各个脏腑器官的健康相关。所以
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每
天泡脚，可驱除疲劳、健体、护
肤，好处多多。

很多人怕麻烦，坚持不下来
泡脚。但如果有一个好用的泡脚
盆，你肯定天天想泡脚。这款脚
盆不一般，能模仿按摩师傅手法

“推、揉、捏、滚、压、顶”自动按
摩，还能吹负离子暖风，像一个
气体暖宝宝一样，超温暖。操作
也很简单，一键即可启动。

19.9元起，成都周边7大网
红温泉、酒店一网打尽！

19.9元/张虹都水岸温泉票，
室内室外都有；168元/2晚住邛
海天空之城民宿，每天早上一起
床就可呼吸到来自邛海的清新
湖风；399元/2间七里坪温泉酒
店，平时一间就要600余元；268
元住峨眉山酒店公寓4大2小，还
免费送2张温泉票；299元住青城
山温泉酒店，免费拍汉服；599元
住海螺沟温泉酒店中的“香奈
儿”，海螺沟唯一一家五星级酒
店；99元住网红木屋看万株杜
鹃，置身于200多万株杜鹃花海
中，一拍就是网红大片。

从峨眉山到海螺沟，成都
周边实惠好耍的泡温泉、住酒
店的胜地，我们全部都帮你搜
罗来啦！

这些超值实惠产品，在名医
优购馆都可抢购到，扫描上方二
维码，进入。 （赵晨）

闭着眼睛抢的福利！
19.9元起泡温泉、买负离子暖风“洗脚盆”……

宝宝的口腔内有时会出些
小状况，有的是疾病所致，有的
是生长发育中的特殊现象，家长
应如何鉴别和应对呢？四川名医
邀请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儿童
口腔科周媛医生来为大家解答！
想与周医生即时互动，记得一定
要关注“微坐诊”哦。

■预告：
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下

午15：00~16：00

主讲医生：周媛
医生擅长：儿童及青少年常

见口腔疾病综合诊治，长期开展
儿童龋风险及唾液生物学相关
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参加方法：扫描右上角四川名
医微信二维码，关注“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第
二个菜单栏“我要挂号”进入“今日
服务”即可依据提示加入。（江瑾然）

宝宝口腔状况多 家长如何应对？
本周五，华西医生为你在线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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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印象中，医生严肃、
刻板、正经的形象不同，童南伟
教授总是以风趣幽默感染着身
边的每个人，他的讲座上最不缺
的就是“欢声笑语”。他也活生生
的把我们这一期名医大讲堂，讲
成了一堂生动的“医学脱口秀”。
一堂讲座下来，大家也情切的把
他称为“童大侠”、“童帅哥”。

“哎呀，很遗憾，今天你们不
该来这个讲座，因为今天的讲座
主题是肥胖是万病之源，但我看
台下的人，都不怎么肥胖！不过，
你们身边肥胖的人肯定也不
少！”童大侠的第一句开场白，夹
杂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引得台下
的听众哈哈大笑。

“我说肥胖和糖尿病是代谢
异常综合症，你们可能都不太懂，
但是你们把这个病理解为一个大
杂烩，脂肪肝、高血压、高尿酸、胆
石症这些病都是里面的菜，当然这
些菜可一点都不好吃！”三两句正
经后，童大侠一定要“皮”一下。

而整场讲座下来，这样总让人
忍俊不住的“童氏金句”还真不少：

“许多人说到运动，都说没
有时间，把练麻将的时间拿来运
动去练肌肉嘛！”

“我经常对我的上帝说，你
们要少吃多动，我的上帝就是我
的病人啊！”

“10个成年人，4个都有高血
糖，但是糖尿病早期，从现在开
始行动，可以比没有行动的人寿
命延长十年哦！”

“二甲双胍可以起到减肥的
效果，但是他的功效也有限，始
终比不上少吃一点！”

“童大侠”
和他的“医学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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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泡脚，是很多人的习
惯，特别是霜降之后。可是近日
成都 70 岁的杨大爷，却因为泡
脚失去了右脚！

天气一转凉，杨大爷经常感
觉脚冷，常常用热水泡脚或用热
水袋捂脚以保暖。最近，他因脚
痛难忍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检查，发现右脚已经发黑，脚趾
溃烂，只能截肢才能保命。

据市三医院普外-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崔驰介绍，因为杨大
爷患有闭塞性血管炎，脚上的血
液本来就供应不足。他用热水泡
脚后，加快足部的代谢，加速组织
的缺血缺氧，从而导致足部坏死。

泡脚本来是种养生，但需要
注意的是，这几类人群千万别用
热水泡脚 ：饱腹的人，足部皮肤
有破溃的人，患糖尿病的人，患
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人，患闭
塞性血管炎的人，上文中的杨
大爷就患有这种病。医生提醒，
如果是因血管疾病引发的手足
冰冷，用热水泡、暖水袋烤、电热
毯暖等等，其实都是在加速肢体
坏死。

最后，提醒普通泡脚人群，
最好要选木质的脚盆泡脚，最佳
泡脚温度应30度到45度之内。
当鼻部或颈部微微出汗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泡脚了。 （倪佳）

警惕！成都70岁大爷因热水泡脚截肢
这5种人千万别泡了

高血压是一种病。在中国，我国目
前有2亿多高血压患者，它正在以每年
1000万人的速度不断递增，每4个成年
人中就有1位患者，2个老年人中就有1
个患有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
副主任张新军教授曾在名医大讲堂上
分享过这组数据，也把这个严峻的问
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如何提高高血压
患者的自我管理意识？如何实现医生
对数目庞大的高血压患者实现高效管
理？这次尝试，也许可以出答案。

11月10日，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
体用户节现场，成都商报四川名医与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首个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正
式启动，“圈子”建成后，人工智能高血
压病友圈内的病友将率先体验到AI贴
身服务的福利，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现
向全成都范围内征集50位高血压患者
入圈。

优势联合：
全国首个
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落地成都

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是由四川

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打造。作为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健
康新媒体，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致力于提
高公众树立正确的健康意识，传播科学
观念。依托深耕24年的医疗资源，和丰
富的患教管理经验，成都都商报四川名
医致力于打造西部地区最大的病友圈；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智能语音及语音技术研究、软件及芯
片产品开发、语音信息服务的国家级骨
干软件企业，在智能语音技术领域有着
长期的研究积累，并在中文语音合成、
语音识别、口语评测等多项技术上拥有
国际领先的成果。发挥双方优势，整合
多方资源，为高血压患者打造一个科学
智能的血压管理模式。

科技服务患者：
高血压病友
有了“机器人”管家

张新军教授分析了当前高血压管
理的现状：首先，在中国，高血压患者
大部分在农村，血压管理既有患者依
从性、主动性差的问题，也有治疗手段
不规范的现实原因，“70%-80%的高血

压患者需要同时服用几种药物，联合
治疗用药的组合不对，也会导致高血
压控制率低。”其次，生活方式上，患者
缺乏正确指导，听信错误的做法，也让
高血压的控制难上加难。最后，由于医
疗资源有限，在患者管理上，医生对数
目庞大的患者实现一对一精准管理，
医生无法做到主动干预，也缺乏大数
据模式建立精准分析。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
能做什么？

加入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后，
高血压患者将得到一个智能血压计，
用来日常测量血压，数据就能够记录
并上传。这一模式，将改善高血压患者
管理的现状，通过人工智能，让医生团
队有效管理和干预患者，人工智能实
现数据采集分析，通过科大讯飞提供
的智能辅助诊疗技术提供智能慢病管
理支撑。

不只有冰冷的技术，还有值得信
赖的专家团队在背后提供依靠。张新
军教授是人工智能化高血压病友圈的
首席医疗顾问，他和他的团队，在默默
为每一个患者把好健康关。

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融合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语音随访技

术功能，医生制定随访计划，以人工智
能语音技术对用户自动进行电话随访，
自动记录用户随访数据。当用户有多次
血压测量超标后，系统会自动将告警信
息提醒医生和用户，医生将根据告警提
示及时对用户进行干预指导。

加入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患
者随时可以获得医生专业指导，成为
医生专属病友圈用户，此外，病友圈病
友还可以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这里既
有专业医生把关，也有经验丰富的病
友给你提供更多建议。此外，病友圈将
定期邀请医疗专家提供在线实时问答
课程，每周发布权威科普文章。值得一
提的是，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内的
病友可以优先参与病友圈组织的各项
免费检测、免费义诊、专家现场讲座、
参观体验等多种活动。

如何加入如何加入？？
扫描版面右上方二维码关注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中输
入“高血压”三字，点击弹出的跳转链
接，按照提示输入姓名、联系方式等，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将从中筛选出50名
高血压患者，率先加入全国首个人工
智能高血压病友圈。 （赵立莹）

到大医院看病到底有多挤，
前几年去过四川省人民医院看
病的人应该最有感受！但是如
今，省医院门诊量并没下降，但
门诊大楼却没那么打挤了，秘密
在哪？因为越来越多的就诊患者
都掌握了省医院挂号的这些小
窍门，在家就能轻松预约到专家
号啦！

每周四，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都会推出“我要挂号”栏目，分享
各个医院的就诊攻略，并为大家
解答相应的挂号难题，也能为市
民推荐医生哦！

■省医院挂号诀窍之一
打开手机，上四川名医就可

挂号！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找
到“我要挂号”，点击可选择进入

“四川省人民医院”主页挂号。目
前 ，四 川 名 医 开 通 热 线 电 话
60160000，解答大家在预约挂号
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省医院挂号诀窍之二

晚8点，踩点来抢号！
预 约 挂 号 ：专 家 号 提 前

15 天开始预约，预约开放时
间 是 15 天 前 的 晚 8 点 ，踩 着
这个时间点来抢号成功率是
最大的啦！

当日挂号：微信通道（含省
医院官方微信、四川名医微信）
当日挂号开放时间是6：30AM。

微信预约时，还可以直接
选择具体就诊时段，最少可以
精确到 5 分钟，看病当天就可
以凭号“踩着时间”来看病，免
去在医院里等待之苦。先挂先
选哦！

■省医院挂号诀窍之三
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挂什

么科，怎么办？
省医院微信挂号平台（含省

医院官方微信、四川名医微信）
上开通了“按症状挂号”功能，您
只需要点击选择身体哪一个部
位不舒服，并选择系统推荐的症
状，就可以直通智能导诊系统推
荐的医生去挂号了。 （王欢）

攻略收好 省医院看病不再“一号难求”

这种“身体”是万病之源，还招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童南伟：肥胖还真是病

11 月 20 日下午，名医大讲
堂将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
科医学科主任、教育部高校全科
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
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常委、中国
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常委李
双庆将作客名医大讲堂，帮你避
免看病路上的坑。

届时，名医大讲堂将在武侯
区望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锦
江区东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两处进行多点直播，不能到场的
朋友也能在以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同步收看名医大讲堂的直
播内容。同时，也欢迎更多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到成都商
报。名医大讲堂的直播中，给本社
区的居民提供更多健康咨询服
务，合作报名电话60160000。

活动时间：11月20日（下周
二）下午13时30分至15时30分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
院街1号 亚太大厦4楼 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健康教育基地（地铁
3号线、4号线市二医院站B口出

你以为肥胖只会影响你的形象你以为肥胖只会影响你的形象，，让你不好追对象吗让你不好追对象吗？？
错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中华医学会内分

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常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常
委童南伟说委童南伟说，，美国医学会早就认定美国医学会早就认定，，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肥肥
胖才是万病之源胖才是万病之源！！

四川名医携手科大讯飞 人工智能服务高血压病患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高血压病友圈落户成都 全城征集50名高血压患者

如果你对童南伟教授本期的
名医大讲堂还有点意犹未尽，如果
你希望了解更多糖尿病、肥胖症等
内分泌疾病的知识，那么11月22日
到 25 日，在成都新华宾馆举行的

“2018华西代谢与疾病学术会”，你
一定不要错过。除了童南伟教授将
进行专题演讲外，包括曲伸、任艳、
祝小平、袁莉等国内众多顶级大牛
专家也将到场分享多个学术议题。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

这个学术年会有点“牛”！

下期预告

童南伟主任说，肥胖的人大多有
代谢异常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大肚子、
脂肪肝、高血压、高尿酸、胆石症、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等。

除了以上病征，从某种程度来说，
肥胖还是致癌的首要因素！今年 4 月
26日，《国际癌症杂志》发表了一篇论
文：从4000万人的大数据中发现，BMI
与癌症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肥胖会增
加18种癌症风险。肥胖会影响人体内
激素水平，进而造成肿瘤的发生。在这
18种恶性肿瘤中，与激素相关的有子
宫内膜癌、胆囊癌、甲状腺癌、绝经后
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等。而食管腺
癌、肾癌、肝癌、胃癌则和饮食习惯、食
物品种有着密切关系。

你到底胖不胖？做个小测试

胖点好，胖点富态？NO，肥胖本来
就是一种病！而且只要体重超标了，同
样也面临各类疾病风险。

你胖不胖，数据说了算！
标准一：BMI指数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科研

中，BMI都是衡量肥胖最常用的指标。
体质指数（BMI）=体重（kg）÷身高的
平方（m2）。童南伟主任强调，亚洲人的
健康BMI指数是在22.5左右。

如果一个人，身高167厘米，体重
140斤，按照BMI算出来的指数约等于
25，那么他即使还没到肥胖的程度，也
已经在超重的范围了。

但 BMI 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肌
肉发达的运动员肌肉组织质量更高，
BMI 会高估其脂肪质量；水肿的患者
组织液质量升高，BMI 也会高估其肥
胖水平；而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肌肉
组织的减少多于脂肪组织，所以 BMI
会低估老年人的肥胖水平。所以还可
以看腰围，大致判断肥胖程度。

标准二：肚子大，那是真的肥胖
男性腰围 ≥ 85 厘米，女性腰

围 ≥ 80 厘米，即为腹部肥胖。
腹部肥胖的危害极大，大量内脏

脂肪可能会把胃往上顶，从而引发胃
灼热；会挤压肺的扩张空间引起呼吸
困难；分泌各种物质显著增加心血管
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比如：
脂肪肝、糖尿病、心脏疾病等。

不想记具体的数字，还可以这样做：
站直后低头往下看，如果肚子比“心窝子”
突出，那么即使你的BMI指数在正常的
范围内，你也已经达到腹型肥胖的标准。

当然，测腰围判断腹型肥胖的方
法，也有局限性。最精准的方式是第三
种——仪器测脂肪含量。

标准三：测脂肪含量
当我们在说肥胖的时候，我们其

实在说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而 CT 和
磁共振是诊断腹型肥胖和身体脂肪含
量最精准的方法。按以上三种方法来

衡量，你是健康，还是走在超重的路
上，还是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呢？

改变这些习惯，不做“胖”友，现在
行动还来得及！

冬天这四种坏习惯最易长膘

在你习以为常的日常饮食习惯
中，肥膘是这样贴起来的。

1、汤 很多人认为，冬天来了要贴
点膘御寒才健康。其实贴秋膘、贴冬膘
的做法完全没必要！有些人喜欢喝汤，
觉得汤好喝又有营养。但其实汤里的
营养很少，反而含有大量脂肪。肠胃更
易吸收稀的食物，所以鸡汤、鱼汤里的
脂肪只会让你胖！建议喜欢喝汤的朋
友可以在饭前喝点淡茶水、清汤，稍微
抑制食欲、从而减少正餐食量。

2、糖 糖和肥胖的关系，想必不用
多说。高糖食品本身的热量高，吃多
了会导致能量过剩；长期的高糖、饮
食，容易导致身体对糖的代谢能力发
生异常，从而引发肥胖。值得注意的
是，像纯水果汁、浓缩水果汁和蜂蜜等
给人健康印象的饮品也应该限制，它
们都含有大量糖分，容易长胖。

3、躺 久坐、长卧、长躺……不仅会
让你骨锥受损，吃得多、又动得少，还会
让你长胖。为了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建
议每周至少有150钟中等强度的运动，
一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但
老年人运动要注意安全，不要勉强。

4、烫 冬天来了，四川的火锅、
麻辣烫的生意更加火爆了。但又辣又
烫的食物，容易让人食欲大增、胃口
大开，再加上一起喝下去的饮料、啤
酒，饱餐一顿的热量就挡不住了。而
且喜欢“趁热吃”的人，一般吃东西速
度都比较快。这样就容易让大脑反应
不及时，没能产生“我饱了”的信号，
一不小心又吃多了。喜欢趁热吃的朋
友还要注意了：吃喝时，如果食物超
过 65℃，易引发口腔溃疡、食道溃疡
和食道炎等问题，增加罹患食道癌的
风险。建议喝热水、吃火锅的时候，花
足够的时间冷却饮食。

脂肪到底该怎么减？

如果已经胖了，该怎么减肥呢？怎
么减脂？听听童教授的独门秘方。

1、抽脂可减不了肥
局部减脂不靠谱。抽脂减肥的确能

立竿见影，但抽出来的脂肪只是皮下脂
肪，内脏脂肪依然在你体内，只来不去。
同理减肥带、震动环、减肥茶等减肥方
式都是不科学的减肥方式。所以，减肥
的第一步就是拒绝投机取巧的诱惑。

2、少吃：不要让脂肪增多
人在吃，称在看！少吃的人一定能

减肥！童教授指出，少吃指的是在以前
吃的“量”的基础上，少吃一些。从健康

减脂的角度来看：在减重启动阶段，建
议采用高蛋白膳食+ 限制能量的平衡
膳食；在体重维持阶段，建议采用限制
能量的平衡膳食+轻断食膳食。

3、运动：不要让肌肉减少
没胖的朋友，要运动起来，防止自

己长胖，已经胖起来的朋友，更要运动
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对于内脏脂
肪来说，有氧运动，尤其是游泳、慢跑
和快走这几项效果显著。

据调查，快走可以提升体内脂肪
的激素含量，所消耗掉的内脏脂肪比
慢走要多 47%。如再配合一些腹部训
练，效果会更好。

把练麻将的时间拿来去练肌肉
吧！但老年朋友要选择安全的运动和
合适的运动量，注意不要摔跤不要伤
害关节。科学地管住嘴，迈开腿是避免
不了的一条减肥准则。 （石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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