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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解放军！”“谢谢你们
救 治 了 我 的 孙 子 ，我 们 要 回 家
了！”9 月 29 日，来自西藏的小男
孩旦增达瓦和爷爷在陆军军医大
学新桥医院心血管外科和医护人
员告别。他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疗援藏“心眼相连”专项活
动中免费接受手术矫治的先心病
患儿之一。

今年3岁的旦增达瓦来自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芒康县，一年前因鼻子出
血，家长带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时发现心
脏杂音，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
庭经济条件有限，小男孩没有做进一步
治疗。

今年4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织医疗专家赴西藏昌都开展先天
性心脏病、白内障患者医疗救治“心眼
相连”活动，专家们了解到旦增达瓦是
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室间隔缺损，建议
尽快为其手术。

9月3日，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工作人员组织带领下，新桥医
院外联部工作人员去机场将旦增达
瓦接回了医院，并住进了心血管外
科。入院后，经检查，确诊旦增达瓦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室间隔缺
损，同时还患有重度贫血、血小板增
多症、营养不良等。由于患儿身体
太虚弱，不利于术后恢复，专家决定
先将患儿身体调理，待各项指标正
常后再实施手术。经过一段时间调

理，旦增达瓦身体得到较好改善。
随后，医护人员为小男孩成功实施
手术。术后两周，旦增达瓦逐渐康
复。看到孩子健康出院，旦增达瓦
的家人非常激动，他们希望旦增达
瓦长大后也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去帮助更多的人。

据统计，近年来，新桥医院心血管
外科已完成藏区先心病患儿慈善救治
20余例，全部成功治疗，患儿回到藏
区健康成长。

新闻多知点

先心病患儿需预防感冒

新桥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王
咏介绍，先心病患病率占出生婴儿
的 7.14‰，我国每年约有 12 万～15
万先心病患儿出生。因此，要提高
对先天性心脏病的重视。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先心病自然
死亡率及手术死亡率，提高手术治
疗效果的关键。

王咏指出，患有先心病的小孩
与正常小孩不一样，如口唇青紫、指
甲青紫或哭闹后面部青紫。还有一
部分患儿体表颜色变化不大，往往
不易被家长识别，但通过其他方法
也可判断，如小孩生长发育差、消
瘦、反复患有肺炎、吃奶后呼吸急促
等。暂时不需手术的患儿，家长应
特别注意预防感冒，以免诱发肺炎
而造成严重后果。

都知道心脏病患者同样应运动，但
以往研究就运动频率和强度有争议。
意大利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包括稳定性
冠心病在内，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
每周剧烈运动一两次关联较低死亡率。

分析一项涉及6大洲45个国家和
地区超过3.2万名稳定性冠状动脉疾
病门诊患者的研究所获数据，费拉拉大
学研究人员得出上述结论。那项研究
对患者随访最多5年，依据患者自述运

动情况把他们分为4个组，即久坐、经
常轻微运动、每周剧烈运动一两次以及
每周剧烈运动至少3次。

研究显示，与轻微运动组相比，每
周剧烈运动一两次的患者在心血管死
亡、心肌梗塞和中风方面风险最低，全
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和中风风险分别降
低19%、21%和26%。相比之下，久坐
组心血管死亡、心肌梗塞和中风方面风
险最高。 据新华社

糖尿病检测
几滴血便可快速检测发现并发症

一项新研究发现，接触电子烟的
尼古丁烟雾可能引发肺癌。这一研究
为电子烟危害增加新的证据。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7日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让40只实验鼠连
续54周暴露在含尼古

丁的电子烟烟雾
中，结果有9只
（22.5%）出现
了肺癌。此
外，有 23只
（57.5%）出
现了膀胱增
生，患癌风
险增加。

传统香烟中添加的硝酸盐和
亚硝酸盐等化合物可发生亚硝化
反应，将尼古丁转化为亚硝胺物
质，后者是一种致癌物。电子烟中
这类化合物的水平比传统香烟低
95% ，因 此 有 宣 传 称 其“ 更 加 安
全”。然而，新研究发现，哺乳动物
细胞自身含有的一种离子也可与
尼古丁发生亚硝化反应，产生亚硝
胺物质，从而导致肺癌和膀胱处的
癌前期增生。

近年来美国青少年吸电子烟已达到
“流行性级别”。据统计，2018年有超过
360万美国中学生吸电子烟，
较2017年激增150万。

据新华社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在目前流行
的洗衣机经济清洗模式下，一些潜藏
的耐药细菌不仅无法被去除，还可能
通过衣物传给人，从而对免疫力较弱
的人群构成健康风险。

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
近期在美国《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德国一家儿童医

院在开展新生儿例行体检
时，多次发现一种能够
导致肠胃疾病、呼吸道
感染甚至败血症的耐
药细菌。所幸这些新生
儿只是携带而未感染这种
细菌。

据新华社

儿童心跳有杂音
当心患有先心病

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快
速、精确检测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只
需几滴血，即可发现糖尿病病人是否出
现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和肾衰竭等危
及生命的并发症。

全球超过4亿糖尿病患者中，大约
超过三分之二死于血管并发症，及早发
现并发症有利于控制病情、减少死亡。

目前检测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包括
检查患者的身体质量指数、患病时长等，
易于出错且不利于提早干预。而新的检
测方法只需要3到5毫升血液。如果患者

出现血管并发症，其受损血
管会向血液中释放DNA，高
度敏感的血液检测方法能分析
并发现相关的生物标记物。

中国武汉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
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了这项
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临床
化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62名糖尿
病患者进行测试，其中12名无并发症、
34名有一种并发症、16名有多种并发
症。结果显示，新方法比目前的检测方
法快速准确得多。 据新华社

冠心病患者
专家建议每周剧烈运动一两次

健康风险
洗衣机经济清洗模式暗藏风险

电子烟
研究显示使用电子烟可能导致肺癌

爷爷抱着旦增达瓦接受专家诊治

10月 7日，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节日重阳
节，中国体育彩票2019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中
心主会场活动在四川成都市蒲江县举行，人们通
过登高远望与祖国同乐，为祖国喝彩。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登山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成
都市体育局、蒲江县人民政府承办，作为全民健
身活动的长期支持者，中国体育彩票也同样为本
次活动给予助力。原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王宝良，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登山
协会主席李致新，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
席盛志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
任单铁，中国登山协会经营开发部主任丁祥华等
出席了开幕式。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中国体育彩票已连续4年支持举办全国重阳登

高健身大会。本届大会活动以“健康中国、与国同
梦”为主题，中心主会场设在成都市蒲江县，北京、
河南、新疆、内蒙古、海南、广西等30多个分会场同
时联动，几十万群众遥相呼应。

蒲江县主会场除了设置徒步登高路线外，还增
设了趣味十足的射门、迷宫、翻越斜坡等闯关竞赛
形式的体彩花样跑路线，吸引了老、中、青、少各个
年龄段一万多名健身爱好者积极参加。漫山遍野，
男女老少，脸上贴着红艳艳的贴纸，手摇红彤彤的
小红旗，在《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的伴奏下，彼此
鼓励祝福，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成都市老年体育协会
骑游俱乐部新津五津队68岁的队长赵文全激动
地说：“祖国变化太大了。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我亲眼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崛起腾飞的不平
凡历程。国庆阅兵式上，看到我们国家不俗的实
力，真是振奋人心，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骄
傲。感谢党、感谢祖国！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好
好生活，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享受享受这繁
荣盛世。”

我是体彩人，我自豪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5周年，

为庆祝体彩25周岁生日，本次活动邀请了25位
“体彩追梦人”中的曾伟、何晓兵两位前来担当领
走嘉宾。看着人们饱满的生命活力与源自心底的
欢快，曾伟、何晓兵感慨最多的就是：“我是体彩
人，我自豪。”

曾伟，1998年担任四川阿坝体彩管理办公室主
任，2004年担任四川省阿坝州体育局副局长分管体
彩工作直至2016年退休，期间经历了汶川震后重
建，对于体彩公益金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以及抢险
救灾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更深的感受。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体彩公益金用
于阿坝州的体育设施和场馆恢复建设，这对阿坝雪
域高原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事业起到了
极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现在，每个行政村都有体
育场馆、健身器材，极大方便了人们强身健体，有力
地体现了体彩助力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他总结
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体育人的初心
和使命，推动体彩事业发展、助力中国体育和全民
健康是我们‘体彩追梦人’的初心和使命。”

何晓兵是重庆体彩代销者，2012年加入体彩大
家庭第一天起就以诚信售彩和倡导理性购彩作为
自身的从业原则。他说，体彩用了25年累计筹集公
益金超过4900亿元，而他自己用了7年时间从体彩

“小白”到跻身25位“体彩追梦人”之列，只要努力付
出，时间会证明一切。何晓兵表示，“今后我还会用
更多个7年继续坚守诚实守信、倡导理性购彩，用心
为更多的购彩者服务，为体彩公益事业做贡献。”

我是公益人，我幸福
活动还邀请游泳奥运冠军钱红、田径110米栏

世界冠军史冬鹏、攀岩世界冠军何翠莲三位体育明
星到现场助阵。作为体育人，他们深知我国训练场
馆的建设与维护、训练经费与体育赛事资金主要来
源于体彩公益金，知道体育运动员身后是体彩公益
金在做强大后盾，因此，很感激体彩，表示能来参加
体彩支持的登高健身活动非常荣幸，称赞这样的活
动可以增强人们的健身意识，帮助人们积极向上，
从而提升幸福感。

“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体彩人就幸福，公益人
就幸福。”刚参加完体彩花样跑的蒲江县体彩代销
者袁冲，又赶到体彩即开票体验区帮忙。说起来，
他的体彩实体店开业时间令人难忘，是2008年5
月12日，与汶川地震同一天。开业第一天就遇到
突发的重大灾难，之后，他亲眼见证了体彩公益金
助力抗震救灾，见证了灾区人民得到社会各界包
括体彩公益金的关爱与支持后，越来越有底气、越
有力量。

“看着国家突飞猛进发展，作为体彩人，我们都
有很强的幸福感。”成都市新津县、蒲江县体彩专管
员陈磊说：“国家的发展，靠的就是各行各业共同发
展。体彩公益金除了支持竞技体育、全民健身，还
被广泛应用于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体彩
事业的发展对促进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此，购彩者也深有体会。蒲江县跑步协会会
长王建带着400多名队员参加本次活动，他表示，
很多体育活动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他说：

“中国越强大，人民越富足，就越有健身意识，而健
康的体魄又成为祖国强大、生活富足的保障。”因
此，他只要经过体彩实体店就会顺便买几注彩票，
只为随手做点公益。

中国体育彩票支持2019全国
重阳登高健身大会用公益为健康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