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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魏星）

仅有0.3厘米直径的宫腔镜，

在无痛、 无创的状态下， 即可诊断任

何年龄群体、 任何宫内疾病种类， 简

单微小的宫内疾病“顺便解决”。 这种

与传统全麻下检查、 全麻下手术， 和

如今主流方式下的宫腔镜检查出疾病

后、 入院手术相比， 无疑可以为女性

患者带来更大的福音。

昨日上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立宫内疾病诊断中心。 院长曹杰介

绍， 该中心引进国内及欧洲现代化的

宫内疾病诊断模式， 投资近千万， 使

用全套进口设备仪器。 打造出全国第

一家引入欧洲模式的免麻醉、 一站

式、 数字化宫内疾病诊断中心， 成为

目前国内唯一家 100%免麻醉的医疗

机构。

宫腔镜技术作为一项微创妇科技

术， 已成为宫腔疾病诊断的利器和标

准化技术。 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的大型

手术， 已可通过使用更细小的检查设

备， 在完全清醒状态下接受宫腔镜诊

断检查和治疗。 免麻醉无痛性宫腔镜，

也称为阴道内镜或非接触技术。 该院

妇产科主任康佳丽指出， 此项技术不

放置窥器， 不钳夹宫颈， 不扩张宫颈，

不探测宫腔长度， 避免了这些会给患

者带来疼痛的传统操作步骤， 和传统

检查过程相比有着较高的舒适度。 特

殊人群更适合免麻醉无痛性创宫腔镜

检查， 幼女、 无性生活的女性也可轻

松接受检查过程。

妇产科副主任张浩以输卵管开口

息肉导致的不孕症举例表示， 在传统

治疗手段中， 患者需要直接入院， 在

麻醉下进行检查， 同时进行手术； 在

目前主流的治疗模式中， 需要在检查

发现后入院进行手术。 但在“一站式”

宫内疾病诊断中心， 在宫腔镜下检查

出息肉的同时， 即可直接进行宫腔镜

电切术切除息肉。 “无麻醉使得成本

更低、 安全性更高、 患者流转速度更

快、 服务质量大大提升。” 张浩表示，

在宫腔镜检查的同时结合B超， 可在

检查过程中完成简单微小的宫内疾病

手术。 同时， 宫腔镜检查时间仅需十

几分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

员 何宇航）

近日，广东省预防医学

会等21家单位联合举办“2019-

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广东省健

康用盐预防高血压行动进社区”科

普宣传活动。 记者从活动中获悉，

高血压是心脏病、脑卒中、肾病发

病和死亡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专

家称，预防高血压，要适当运动，坚

持做到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

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三减三

健”。 目前高血压治疗率仅25.5%。

逾22%成人从未测量过血压

广东省疾控中心慢病所副所

长王晔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血压是

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是心脏病、

脑卒中、肾病发病和死亡的最重要

的危险因素。

根据广东省2015年慢性病及

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18岁及

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6.8%。

高血压知晓率和治疗率分别为

33.7% 、25.5% ， 血压控制率仅为

9.1%，18岁及以上成人有22.8%从

未测量过血压，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从未测量过血压的比例随年龄增

长而下降，35岁以上居民从未测量

过血压的比例为19.7%。

“三减三健”预防高血压

如何预防和管理高血压，王晔

指出，高血压是终身性疾病，需要

长期规范治疗及随访管理。国家已

经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纳入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血压患者

要学会自我健康管理，认真遵医嘱

服药，经常测量血压和复诊，降低

心血管病事件发生风险。 同时，他

呼吁， 全民行动起来预防高血压，

要适当运动，坚持做到减盐、减油、

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

骨骼的“三减三健”。

据介绍，高血压防治的关键行

动———限盐。 过量摄入盐会使人

血压增高， 引起血管硬化， 还可

能导致心肌梗死或肾衰退。 根据

2015 年相关调查结果， 广东省平

均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为 7.1 克，

仍高于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

荐的 6 克。 因此， 健康用盐是人

类有效防治高血压的基础。 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健康人群如

果能长期保持摄入的食盐量低于 5

克， 可使 25 岁至 55 岁人群的收

缩压降低 9 毫米汞柱， 至 55 岁时

冠心病死亡率可减少 16%。 在日

常生活中， 应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 多吃清淡饮食， 不吃或少吃

盐腌食品， 改变烹调方法， 减少

高盐调味食品的摄入。

大多数高血压可以控制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点

“外卖”，对此，专家建议，少吃快

餐，尽量在家中就餐，可利于控制

脂肪、盐和糖的摄入量。 日常生活

中，要减少摄入富含油脂和高糖的

食物，限量使用烹调油，多吃蔬菜

和水果。 对于有吸烟史的市民来

说，提倡尽早戒烟。

此外， 需要提醒的是， 绝大

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和规律服用降

压药， 患者不要轻易擅自停药，

大部分高血压属于原发性高血

压， 一般不能根治， 需要长期服

药治疗。 不盲目相信非法广告或

伪科学宣传， 不能用保健品、 保

健理疗或食疗替代降压药治疗。

其中， 通过服用降压药， 一般高

血 压 患 者 ， 血 压 降 至 140/

90mmHg以下， 合并糖尿病或慢

性肾脏疾病的患者应降至 130/

80mmHg以下； 80岁以上患者降

至150/90mmHg以下。 冠心病患

者的舒张压低至60mmHg者应谨

慎降压。 专家表示， 大多数高血

压是可以控制的， 控制不佳者应

及时就医。

市一医院成立国内首家欧洲模式宫内疾病诊断中心

做宫腔镜检查，100%不打麻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记

者获悉，于去年6月获批在我国用于

经治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首个首

个免疫肿瘤药物PD-1抑制剂欧狄

沃，目前已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扩大适应症，适用于治

疗接受含铂类方案治疗期间或之

后出现疾病进展且肿瘤PD-L1表达

阳性的复发性或转移性头颈部鳞

癌患者。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病的

头颈部肿瘤患者超过13.5万， 死亡

病例约为7万，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头颈部鳞癌患者中， 约50%会出

现复发且多发生于2年内。 对于一

线治疗失败的复发性或转移性患

者，其五年生存率仅3.6%。

欧狄沃

获批扩大适应症

食材越大块， 盐越难渗透到食材内

部。 最好将菜切成细丝或薄片，一两分钟

的急火快炒菜就炒熟， 少用盐就能让每

一口菜都有咸味，而且咸味还更均匀。

起锅放盐可以减少食材吸收盐的

量，让更多盐停留在食材表面，吃的时

候能满足对盐的需求。

在调味的时候可以加点柠檬汁、番茄

酱、醋等近酸味食材，酸味可以增加舌头

对咸味的感受， 炒菜时增加点酸的调味

品，少用盐，舌头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咸味。

甜味会降低舌头对咸味的感受，所

以炒菜时少放或尽量不放糖，在外就餐

也尽量少点咸糖口味的菜。

葱姜蒜、八角、辣椒、花椒、胡椒粉等

天然调味料和香辛料，可以用来提味，做

菜时加一些调味料， 既能减少食盐的用

量，还可以增加菜肴的口感。

将盐溶解成盐水，炒菜时撒入盐水

翻炒， 盐与菜的表面会更均匀地接触，

这样也可以减少盐的用量。

普通食盐的氯化钠含量在97%以

上，而低钠盐添加了10%~35%的氯化钾，

从而降低钠离子的浓度，但不失咸味，所

以建议选择低钠盐， 就可以炒菜减钠不

减味。

要做到减盐生活， 还得小心隐形

盐，家中很多调料其实都含有盐，放了

之后，要减少盐的添加。

第一招：菜切丝或片急火快炒

第二招：快出锅时再放盐

第三招：菜里加点酸味

第四招：糖的用量要少

第五招：善于用香辛料

第六招：将盐溶解成盐水

第七招：选择低钠盐

第八招：小心隐形盐

目前高血压治疗率仅25.5%

专家建议做到“三减三健”预防和管理高血压

8招教你做到减盐不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