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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血液中的一类细胞，

白细胞也通常被称为免疫细胞，白
细胞偏离参考值太多考虑有炎症、
感染，如果体检时感冒、咽喉上火，
急、慢性咽炎也会表现为白细胞偏
低；白细胞偏高太多，说明身体可
能有炎症，如扁桃体炎、肺炎等，需
要定期复查。当白细胞明显升高，
并伴有发热、出血、贫血等症状时
应警惕白血病。

血红蛋白：有无贫血，有的人
达170多，也没有多大问题。

红细胞：红细胞偏高，如地贫
基因携带者一般偏高，真性红细胞
增多症、严重脱水、肺源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严重烧伤等都会表
现红细胞偏高，要做进一步检查排
查。红细胞过低可能贫血，要进一
步检查，针对性治疗。

血小板：血小板是体内最小的

血细胞，主要功能是促进止血和加
速凝血。血小板在400以上算高，需
要进一步复查，高龄人群中血小板
高比较常见。前几天有一个20多岁
年轻人血小板达到 700多，正常值
在 101至 320之间，考虑血小板增
多症，要进一步检查排除；血小板
低到40多的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提
示有白血病、脾功能亢进等，要到
血液科进一步检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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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主要看肝癌，如果数值高
很多，要进一步检查。诊断肝癌的特异性
是相对的，在作出诊断时，应谨慎、全面
地分析甲胎蛋白的结果，并结合其他临
床资料，从而减少或避免误诊。

癌胚抗原：主要看胃肠道癌症，如果
数值过高要检查排除有没有肿瘤。癌胚
抗原不是恶性肿瘤的特异性标志，在诊
断上只有辅助价值。

CA15—3：与乳腺癌、肺癌、前列腺
癌等恶性肿瘤相关的抗原。

◆庄楚璇主任提醒：男女分别做肿
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可以包括常见
肿瘤。这些常见癌症有特定早筛方法：

肺癌：低剂量CT扫描，X光片对肺
癌的筛查效果一般，真正有效的早期筛
查方法：CT检查。事实上，肺癌筛查所用
的低剂量 CT 扫描，对患者健康没有影
响，孕妇、儿童选择 CT 时应遵医嘱，谨
慎选择。

肝癌：B超+抽血化验甲胎蛋白。高
危人群，年龄40岁以上者建议每半年筛
查一次。如果发现异常，可进一步考虑
CT或磁共振检查。

乳腺癌：乳腺B超。一般筛查，乳腺
B 超就可初步判断。如果初步筛查发现
问题，建议再去做钼靶，更加精准判断乳
腺是否健康。

结直肠癌：肠镜。高危人群切莫轻视
大意，建议每 2-3 年做

一次肠镜检测。
胃癌：胃镜。胃癌高危人群应每2-3

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前列腺癌：彩超+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筛查。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往往在55岁
之后逐渐升高，病因与家族遗传、性生活
和饮食习惯有关。

宫颈癌：TCT 检查。TCT 宫颈防癌
筛查对宫颈癌细胞的检出率能达到90%
以上，同时还能发现癌前病变，微生物感
染如霉菌、滴虫、衣原体感染等。此外，阴
道镜和病理学诊断也可作为宫颈病变检
查的二、三步。

鼻咽癌：中山市是鼻咽癌高发区，建
议高危人群做EB-DNA或EB病毒血清
学检查评估风险。

本报讯（记者 黄标）近日，由中
山市18家商协会和9家民营企业联
合发起“戈壁英雄挑战赛”大型戈壁
徒步健身活动在中山正式启动。该
活动由主办方通过众筹方式选拔企
业家参赛，比赛形式为徒步穿越古

“丝绸之路”敦煌段，赛事途经沙漠、
戈壁、峡谷、雅丹地貌等，历经3天2
夜、全程徒步共计 88公里，第一批
参赛者将在今年9月出征。

据活动承办方广东乐徒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
来，平时忙于生意、没有时间锻炼身
体的企业老板们纷纷开始觉醒健康
意识，投身跑步、打球甚至花上巨额
年费办健身房会员卡、请私人教练成
为大佬们新的时尚。而跑步走路都是
人人可以参与的大众化运动，如果只
是举办一场普通的城市路跑赛事或
者跑步活动，企业家们可能提不起兴
趣，但把比赛放在沙漠戈壁，这比赛
环境带来的新鲜感，能让参赛者深刻
体验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下超越极限
的拼搏历程，并激发内心深处生命的

巨大潜能。所以，近几年这项运动在
国内许多大城市悄然兴起，柳传志、
王石等大批知名国内企业家曾参与
过类似戈壁徒步大型活动。

中山市湖北商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此次活动在中山最早是由中
山市湖北商会发起，在今年初的该商
会第二届三次会员大会上公布了举
办“3天 2夜敦煌沙漠戈壁滩徒步之
旅”活动计划，希望把该活动办成一
次企业领袖的聚会，办成一次企业家
对自身体能素质、心理素质等多方面
的自我挑战。于是，该计划很快引起
其它商协会企业家的兴趣，活动参与
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最后由第三方专
业公司来承办该活动。

据了解，主办方希望该活动成
为商协会企业抱团发展的有效形式
之一，因为在徒步行走的过程中，素
不相识的参赛者通过互帮互助、交
流总结，能够有效地打破参赛者彼
此的信任壁垒，建立更好的社交关
系，更容易为企业发展寻找到优质
客户资源及合作伙伴。

在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
为提升我市医疗应急救治能
力，8 月 13 日，由市卫生健康
局、市总工会、市医师协会主
办，市博爱医院承办的主题为

“生命之链——CPR”2019 年
中山市心肺复苏技能竞赛”在
市博爱医院成功举行。

参加这次竞赛共 31 支队
伍，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一
支竞赛队伍代表一家医疗机
构，成员由三名医生和一名护
士组成。竞赛的专家评委由我
市 12 家二甲或以上的医疗机
构的急诊医学专业、重症医学
等相关专业的13名专家组成。
经过严格评审，市博爱医院夺
得第一名，第二名为亚太医
院，第三名为市中医院。

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冯志慧 摄

小榄人民医院全市首
创无痕腋臭清除术

今年已完成
近100例手术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陈女士很开心，因为
一件困扰了她 20年的事情终于被解除了，那就
是狐臭。日前，陈女士在小榄人民医院接受了局
麻下微创大汗腺切除术，相比过去不断抹药等治
疗手段的花费而言，这次手术只花费了 800元，
就根除了狐臭，而且，几乎没有留下疤痕，这对于
爱美的她来说是一举三得。

狐臭患者以年轻男性和女性居多，特别是现
在高温季节，一身短衣，更容易遭人嫌弃。传统的
狐臭治疗方法有非手术和手术两大类。非手术方
法主要是外擦药物，但该方法需不定时涂擦药
物，且容易导致局部皮肤干燥，患者往往难以坚
持治疗。传统手术方法是手术彻底去除腋窝大汗
腺，该方法直接切除腋窝腋毛区皮肤，效果虽好，
但常常在腋窝留下明显的疤痕，让许多爱美的女
性难以接受；激光手术又难以克服费用高、治疗
效果不彻底等不足。

该院普外二区主任王晓华表示，经过 30多
年的临床实践积累，他们研发了微创皮下分离
器，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腋臭手术，具有复发低、操
作简单、恢复快、无疤痕、手术费用不增加的优
点。近两年间他们先后对这一手术器械改进了 6
次，今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现正在推广应用。

王晓华表示，无痕腋臭清除术在全市属首
创，今年已经完成近100例此类手术。

民众镇举办科学育儿
师资培训班

强化0-3岁儿童
亲子教育

本报讯“培训老师的专业水平很高，整个培
训课程干货满满，几天的时间让我学习到很多科
学育儿知识。”8月1日至4日，民众镇在科学育儿
基地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科学育儿师资培训班，来
自全镇各幼儿园的30多名骨干教师参与了培训。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深圳市以霍彦军老师为
首的专业早教培训专家授课。培训内容包括语言
的魅力、教师仪容仪表、课程安全注意事项、课程
分类讲解等一系列专业知识讲座及实践展示。

据了解，培训班由民众镇镇卫计局、教育事
务指导中心联合举办，旨在进一步提高该镇科学
育儿师资队伍水平，强化0-3岁科学育儿亲子教
育，有效地提高全镇科学育儿亲子课程覆盖率。

（蔡伟强 康雪涛 宋雪）

体检报告里的“秘密”
——体检科专家教你如何看懂体检报告

近日，“中山市西区护理技能培训”（非从业
者）在西区全民公益园开班。培训内容主要有居
家老人的生理及心理变化特点、老年人沟通交流
的技巧、老人口腔清洁、老人修剪指（趾）甲、观察
老人的身体情况及完成老人的晨、晚间照料等。
图为学员在实践演练 。 蔡伟强 摄影报道

提高长者护理技能

不少人去体检，检查完拿到体检报告，看没啥

“大问题”，就不管了。然而没啥“大问题”其实就是问题所

在，因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等疾

病起病悄无声息，进展缓慢，早中期多无症状，等自己发觉不适，已

经到了晚期。

你能看懂你的体检报告中的“秘密”吗？血常规，尿常规，肝功

能，那些专业术语都是什么意思？据了解，市人民医院平均每年体

检量达10万多人次，现在正是一年中的体检高峰期。仅去年该院通

过体检后早期发现，病理确诊恶性肿瘤的有45例。昨日，记者采访

了市人民医院康体保健中心主任庄楚璇，她表示，看懂体检报告是

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她为大家一一解读了体检报告里的“秘密”。

总胆固醇指血液中所有脂蛋
白所含胆固醇之总和。总胆固醇高
于参考值，建议改变生活方式，一
是每天动物性食品不超过 300 毫

克，二是每天适当运动，根据个人
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如果体检总胆固醇每年都高，
就有风险，易引起血管硬化、心脑

血管疾病、动脉周样硬化等疾病，
有个 40多岁的男性体检总胆固醇
达 50多，检查发现心脏血管堵了
三条。

胆固醇22

尿蛋白：尿内出现蛋白称为蛋
白尿，即尿蛋白。尿蛋白阴性正常，
呈阳性要复查，如果复查仍是阳
性，要到肾内科进一步检查治疗。

尿白细胞：正常情况下白细胞
存在于血液中，但由于一些原因部

分白细胞混入尿液，就形成尿白细
胞。尿白细胞高，要复查，如果有泌
尿系统炎症也会数值偏高，要到专
科治疗。

尿糖：主要指尿中的葡萄糖。阴
性正常，阳性有糖尿病嫌疑，要做空

腹血糖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看是
否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

尿酮：这一项要结合血糖来
看，如果两项都是阳性，考虑有没
有糖尿病合并酮症。

尿常规33

血尿酸：尿酸是人类嘌呤代谢
的终产物。如查过

高，女性超

过 357，男性超过 428，就属高尿酸
血症，一定要通过生活方式来改
变，效果很好。如饮食清淡，多喝水
等。如果血尿酸过高时间长了，对

肾损害很大，会引起痛风、肾病。
肌酐和尿素同时超过正常值，

是肾功能不全的诊断依据，要去肾
内科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这三个酶很
重要，代表肝脏代谢的评估指标，三项

要结合在一起看，如果转移酶过高，提
示肝有问题，要到消化内科进一步检
查治疗。

中山企业家徒步挑战戈壁滩
全程88公里，第一批参赛者将于9月出征 心肺复苏术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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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守儿童远离毒品
神湾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本报讯 8月7日，神湾镇禁毒办联合向日葵

社工在神湾中心小学“托起明天的太阳”暑期辅
导班开展“健康生活、无毒暑假”禁毒教育活动，
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祖国的花朵明白毒品的
危害，从而远离毒品。

活动开始前，社工为同学们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并展示仿真毒品。随后，社工变身为禁毒老
师，为同学们开展禁毒教育课，通过“禁毒游戏互
动”、“禁毒知识问答”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同学
们讲解毒品危害的知识。现场还设有“现身说法”
环节，神湾镇禁毒办邀请了“过来人”老陈来讲述
他的戒毒心路历程。

神湾镇禁毒办表示，目前吸毒问题存在低龄
化的趋势，未成年人，尤其是留守儿童是涉毒的
高危人群。举办这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关爱留守
儿童，预防儿童涉毒案件的发生，为少年儿童筑
起识毒防毒禁毒的安全网。 (蔡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