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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活到 100岁》栏目携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六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大型医疗咨询活动暨《活
到100岁》科普丛书《糖尿病小屋》首发仪式和听众
见面会将在5月23日下午1点到4点举行。地点：
富贵东道99号的古北市民中心。当日参加咨询的
有内分泌代谢科、心血管内科、普通外科、骨科、呼
吸内科、消化内科、乳腺外科、妇产科、生殖医学、肿
瘤科和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

相关阅读：

糖尿病手术治疗后会出现糖尿病复发吗？

糖尿病手术10多年后确有复发的病例，大概
30%。但这个数据比较片面。因为：①上述数据是欧
美国家的报道，欧美人群中超大型肥胖者较多，饮
食也多为高脂肪、高热量，与中国居民的饮食习惯
差别较大。②上述数据里包含有多种代谢性手术方
式，有些手术方式经过临床实践证实其疗效不佳，
目前临床上已不再使用。而统计时并没有剔除，因
此上述数据不够准确。③对手术后长期疗效的影响

不仅仅是手术方式，患者的饮食、生活方式等也对
手术疗效有重大影响。所以说，上述数据对中国糖
尿病手术治疗的参考意义不大。需要强调的是，为
了保证糖尿病手术治疗的疗效，需要医生和患者的
互相协助和配合。

糖尿病手术治疗安全和可靠吗？

自1993年腹腔镜手术被成功地应用到胃旁路
手术后，由于手术创伤与并发症的明显减少，手术效
果的稳定性显著提高。腹腔镜胃旁路手术已成为治
疗肥胖症及2型糖尿病的标准手术方式，临床上的
手术量快速上升，如美国目前每年开展此类手术已
超过20万例，比胃肠肿瘤的手术例数还多，其安全
性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同（后者是腹腔镜手术中
最安全的一种）。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是胃肠道
吻合口瘘、吻合口水肿、肠梗阻，其发生率为0.5%～
1%。严重的肥胖患者，还可能面临因血栓脱落导致
心肌梗死、脑梗死、肺梗塞的风险。总体手术死亡率
小于0.1%。作为患者，建议手术前禁烟、禁酒，规律
作息，适量运动，有利于手术后的体质恢复。

市六医院参与《糖尿病小屋》首发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
吸道疾病，全世界大约有 3亿哮喘患
者，每年约有 10万人死于哮喘疾病，而
我国约有 3000万患者，其严重危害着
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是一个世界性的公
共卫生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得
了哮喘呢？哮喘的诊断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患者自我可以发现的症
状，如果你反复出现喘息、气急、胸闷
或咳嗽，多与接触变应原、冷空气、物
理、化学性刺激、运动等有关，你要重
视了，应该尽快来医院就诊，如果医生
可以听诊到患者肺部有哮鸣音，而可
以排除例如肺炎、肺癌等其它疾病所
引起类似症状，就应该警惕本病。如果
症状不是很典型，则需要进一步完善
肺功能检查，这项检查对患者尤其重
要，它是诊断哮喘的重要手段，如果支
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阳
性，就可以诊断为哮喘了。FENO检测
则是气道炎症的定量指标，用于指导
哮喘的治疗。

那么我们得了哮喘该怎么办呢？哮
喘与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也是一种慢
性病，所以也需要长期药物治疗，而且

哮喘的治疗应该以预防为主，不让哮喘
发作，而不是发作了再治疗，我们治疗
的目标是达到并维持哮喘控制状态，可
以维持患者正常的活动水平，包括运
动，尽可能维持肺功能接近正常，防止
哮喘急性发作。要做到以上几点，患者
必须从心理上重视这种疾病，及时来医
院呼吸科专科就诊，与医生建立良好
的、固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从而进行
规范化的治疗，并发现自己的危险因
素，以减少对危险因素的接触，这样才
能达到治疗目的。

大华医院呼吸内科是一个以治疗
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的呼吸专
科，擅长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
性咳嗽、COPD、支气管扩张、呼吸道感
染、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规范化诊断及治
疗，科室拥有雾化泵、无创呼吸机、意大
利进口科时迈肺功能仪、日本进口奥林
巴斯电子支气管镜及纤维支气管镜。拥
有固定床位 35张，除国家法定节假日
外常年开设呼吸内科专科门诊，每周
一、二、四上午开设呼吸内科专家门诊，
为周边广大居民提供常见、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的诊疗服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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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的认识

“哈佛名医零距离公益健康讲座”活动
的成功举办，不仅在爱牙人群中取得巨大反
响，更给予了我们更大的信心，把这项公益事
业继续做下去。在“哈佛名医零距离公益健
康讲座”第二季举办之际，万众口腔特聘外
籍专家、哈佛大学口腔医学系临床教授尹盛
郁倾情授课，再次现身会场，为广大爱牙人
士普及牙周病及松动牙固定的相关知识。活
动现场将发放爱牙礼包，同时，所有参与者
还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烤瓷牙一颗。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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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牙 远离牙周病才不会“老掉牙”

“老掉牙”，很多人认为年纪大了就应该
出现牙齿松动脱落，其实这是错误的。牙齿

松动脱落是牙周炎导致的，跟年龄没有必然
的联系。根据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抽样检查结果，在中国 35岁以上的成年人
中，90%存在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80%的牙
齿掉落源自牙周病。

据上海万众医院特聘外籍专家尹盛郁
介绍，牙周病指牙周支持组织（即牙周组织）
的疾病，包括仅累及牙龈组织的牙龈病和波
及深层牙周组织的牙周炎两大类。牙周病会
导致牙龈出血、牙龈肿胀、牙龈溢脓、口臭等
症状，随着牙周病的不断发展，还会出现牙
齿松动移位、牙间隙增宽，并最终导致牙齿
脱落，严重影响中老年人的饮食平衡和生活
质量。

为关注我国居民的口腔健康，并积极响
应世界WTO组织“8020计划”（即 80岁的
人至少拥有 20颗功能牙），上海万众医院特
别举办“哈佛名医零距离公益健康讲座”，普
及牙齿的日常护理及牙周病知识，让大家以
健康的牙齿，享受优质生活。
主讲专家档案>>>

尹盛郁（韩国）硕士、哈佛大学口腔医学教授

◆上海万众口腔特聘外籍专家
◆韩国E-Z口腔诊所联合主席
◆同时拥有中国、美国、韩国口腔医生

执业证书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牙科学院

任临床教授

◆哈佛大学口腔医学系口腔修复临床
教授
王一霖 主任医师、教授

◆上海万众医院口腔科学科带头人
◆上海市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委员会顾问

活动时间：2014年5月30日
下午18：30-20：30

报名热线：400-889-2218
活动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 2号

（近中山西路）上海万众医院

哈佛名医零距离———

直击牙周病根源，万众口腔免费公益讲座向您发出邀请

! ! ! !衣食住行，如今住已成为老百姓最大宗
的支出。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要想住得舒
适，房子的装潢不可小觑。要想少烦恼，寻一
家好的装潢公司至关重要，其不但要质量把关
严，售后服务好，还要价格实惠，方便客户。而
在本区就有这样一家贴近市民、愿啃各种“硬
骨头”生活的装潢公司———上海会联吉邦装潢
公司。“会联”公司在沪上装潢业已摸爬滚打了
二三十年，有一支配套齐全、技术过硬的员工
队伍和一整套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公司历
来重视工程施工质量，尤其是对隐蔽工程，无
论是数十万元的独立别墅，还是仅上万元的一
室旧公房，均对材料的采用和施工工艺严格把
关、绝不含糊。因此，“会联”公司敢面对客户庄
严承诺：“水电过硬，十年保修。”

时下，由于房价过高，租房市场异常活
跃，进而带动了“二手房”装潢热，但大多数
大的装潢公司不屑于旧住房装潢，认为工程

量小且生活难做。对此，“会联”公司却乐此不
疲，因为它不愿失去这块市场份额。

作为上海家装四星级企业和家庭装潢信
得过企业，近年来，“会联”公司以“工薪族的贴
心人”为企业口号，尽力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为他们推出了客户可自采一半材料的半包服
务，其中主要材料可由客户做主；在装潢期间，
由公司承担施工作业产生的水电煤支出；在装
修后向客户赠送隐蔽工程排线光盘、赠送保洁
服务，尽量减少客户在装修期间及装修后的负
担与烦恼。值得一提的是，“会联”公司在保证
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为客户精打细
算，将装潢价格降至“地板价”，其最经济实惠
的装潢报价一平方仅在 '%"元至 -0"元之间，
半包仅 '%"元1平方米，这在沪上装潢业动辄
每平方米千元以上的装潢报价中绝无仅有。上
海会联吉邦装潢公司地址：天钥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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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工程过得硬 价格实惠少烦恼
———会联吉邦装潢公司扫描

2014年5月上图讲座安排表

空调是市民朋友夏季的好帮手，但现在许多
市民都在说，过了冬天就到夏天，来不及过春天，
等到炎热来袭，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去开空调，才发
现歇了一个冬天的空调生“病”了，不是“霉毒”就
是“病菌”，怪味扑鼻、轰轰作响，严重得“不喘气”
一动不动。怎么办？十万火急拨打“空调 120”，紧
呼不来，市民朋友可能在家直呼———这家公司不
守信！那家公司不靠谱！市民们想想，如果都赶在
这时来“呼救”，那家公司能养这么多“医生”等待？
这是我们多年总结的经验，为了广大市民朋友能
平安愉快度过炎热夏天，我们号召大家提前预防，
现在做起，春、秋两季给空调先“体检”，发现有污
染、有疾病的空调及时整治（清洗、保养、维修），还
你一个好空调、健康的空调，一是节能降耗，二是
减少空调病（呼吸道疾病），还您一个健康幸福的
家。大家增强了未“病”先“防”的意识，空调公司人
力资源也得到了保障。上海行于心空调公司友情

推出批量服务，惠顾大家！凡是看到消息同一小区
自发组织10户，合计25台以上报名预定。发起人
凭徐汇报奖励价值 650元以上精美礼品一份。每
户人家 3台以上的奖励价值 150元以上精美礼品
一份。

预定热线：400-8211-466 62771477
联系人：周经理 13611667840

给空调“体检”收获可不小

时 间

2014-5-24(周六）
上午9:30
2014-5-24(周六）
下午2:00
2014-5-31(周六）
上午9:30

2014-5-31(周六）
下午2:00

讲 师

黄民生（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建平（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副教授）
朱盛镭（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情报中心总监、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守彬（丰厚投资管理（北京）
创始合伙人）

题 目

雾霾治理与个人防护

互联网商业创新思路

新能源汽车产业———
汽车未来的绿野寻踪

创业成功核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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