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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一周讯

大健康

山东省名医联盟
网上就医平台发布

5月18日，山东省名医联
盟网上就医服务平台正式发
布。名医联盟是经省卫生计
生委批准，由省医学会、山东
中医药学会共同成立。联盟
中有全省医疗卫生行业543位
名医，覆盖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中医学等学科。

在这一平台上，通过检
索疾病标签、科室、专家名字
等方式，经由后台在线分诊，
即可找到对症专家，还可以
在线完成预约挂号、远程问
诊、会诊、双向转诊、药品配
送等医疗服务，实现足不出
户看名医。 据大众网

全国首个血友病诊疗
示范中心落户省千医

近日，全国首个由中国血
友病协作组官方授权的血友
病多学科诊疗示范中心落户
省千佛山医院。针对血友病患
者关节病变严重、关节残疾率
高的现状，研究通过加强骨科
与血液内科、临床护理科等学
科合作，联合各学科专家共同
为血友病患者制定骨科手术
最佳诊疗方案。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已经
在血友病患者骨科手术领域，
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多
学科诊疗模式，人工关节置换
手术和关节镜手术已成为医
院的两大特色品牌。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毛瑞锋

近日，青岛市卫计委下发
《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
用报销管理办法》，自今年 6
月 14 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献血者累计
献血量≥ 1000 毫升的，本人
终身可享受报销全部的医疗
用血费用，并且不受其亲属用
血报销的影响，献血者本人医
疗用血报销不扣减本人献血
量；累计献血量<10 0 0 毫升
的，可累计报销不超过五倍献
血量的医疗用血费用。献血者
的亲属医疗用血，报销时以献
血者实际剩余血量为准，报销
不超过等量献血量的医疗用
血费用。 据《青岛晚报》

在青累计献血超一千
毫升可终身报销用血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引入共享按摩椅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在华美楼内投放了共享按摩
椅，这是省内首家投放使用按
摩椅的医院。

共享按摩椅扶手处贴有
二维码，患者及家属可以通过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享受服务，
无需预存费用。收费分为 6 . 88
元、8 . 88 元、11 . 88 元三个档
次，分别对应 12 分钟、20 分钟
和 30 分钟，除按摩功能外，扫
码后还可享有手机充电的服
务。不启用按摩功能时，患者
及家属可以将共享按摩椅当
作免费的候诊座椅。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谢静

碘的摄入来源主要是水，是否补碘需看地区
“除了海鲜、盐、粮食外，碘

摄入的主要来源是水，而我国绝
大部分地区目前仍为碘缺乏地
区，山东有 14 市 100 个县仍属于
碘缺乏状态。”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内分泌科副主任蒋玲介绍，健
康人群总体上可根据所在地区
是否是缺碘/高碘地区来判断。
根据2018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居
民补碘指南》来看，我国绝大部
分地区为碘缺乏地区，山东17地
市中有济南、青岛、淄博、枣庄、
东营、烟台等14个地市仍属于碘

缺乏地区。济南只有商河县属于
高碘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外环
境几乎都缺碘，外环境缺碘的现
状很难改变，因此要长期食用碘
盐。“人体碘元素主要来自于各
种食物和饮用水。如果食物和饮
用水缺碘，就会造成人体缺碘，
并非吃海鲜多就不用补碘，像青
岛、烟台等靠海的地方仍然属于
碘缺乏状态。”

“除了甲亢等特殊病人外，
普通人都需要吃加碘盐，每天5
克盐就可以保证正常的碘摄入

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通外
科主任医师曾庆东说，碘是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合成甲
状腺激素必不可少的重要原
料，对生长发育、脑发育、调节
新陈代谢以及对其他器官都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碘摄入
停止的情况下，体内储备的碘
仅够维持2-3个月。“除了特殊疾
病患者和居住在水源性高碘地
区的居民不需要食用加碘食盐
外，目前绝大多数居民都应食
用加碘食盐。”

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和食用碘盐没关系
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是

不是食用加碘盐过量导致的？曾
庆东表示，“尚无证据表明食盐
加碘与甲状腺癌高发的现象有
关联，并且根据今年最新的全国
甲状腺论坛上所公开的数据证
明，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增加目前
不能归咎于碘摄入量增加，反而
碘摄入量增加是甲状腺结节的
保护因素。”

“甲亢、甲减都属于自身免
疫性疾病，并不是吃食用盐导致
的，很多人对这个都有误解。”曾
庆东介绍，导致甲减的原因包括

自身免疫损伤、甲状腺手术切
除、放射性碘破坏、外照射、碘缺
乏或碘过量等；至于甲状腺癌，
X射线的伤害是最重要的致病
因素，迄今为止，没有确切的证
据表明碘摄入过量与甲状腺癌
发病风险的增加有关。“绝大多
数的甲状腺疾病其实都属于个
人体质和免疫的问题，不能错怪
加碘盐。”

碘摄入不足可引起碘缺乏
病，如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
脖子病”)、地方性克汀病等。那
碘过量有什么危害？

“常见的碘过量分为水源
性、食源性和药物性。食用过量
腌制海带的盐及食用这种海带
盐腌制的咸菜会导致碘过量，长
期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胺碘酮
也存在碘入量过多的问题。”蒋
玲解释，目前我们的食盐加碘标
准是根据我省的情况而定的，大
家不必担心食用碘盐导致碘过
量。当然，甲亢病人还是应该低
碘饮食，以免给甲状腺激素的合
成供给过多的原料，甲减病人的
主要治疗方式是补充甲状腺激
素，过多补充碘也无益。

查“尿碘”不太准，看甲状腺功能查“甲功”最靠谱
WHO 推荐普通成人碘中

位数 100-199 μ g/L 为碘充足
指标，妊娠妇女 150-249 μ g/L
为碘充足指标。济南市儿童尿碘
中位数为 193 . 10 μ g/L 左右，
为碘营养适宜状态。而孕妇尿碘
中位数为 154 . 90 μ g/L 左右，
这部分人应重视碘营养水平。

如何判断自己的碘含量是
否超标？“可以去医院做尿碘检
查，但目前的试纸检测变异性非
常大，而且碘含量数据看的是群
体中位数，个人检查是没有必要

的。”蒋玲介绍，齐鲁医院的尿碘
检查价格为 50 元，受近期饮食
影响非常大，比如在检查前一晚
喝了海带汤，监测出来的指数就
可能高几倍或几十倍。

“相比尿碘检查来说，定期
做B超和甲状腺功能检查更准
确也更有价值。”蒋玲介绍，甲状
腺的B超检查是形态学的检查，
可以分辨出是否存在肿瘤，并且
可以判断出大多数的肿瘤良恶
性，而需要抽血做化验的甲状腺
功能检查是对甲状腺的运行机

制进行检查，查看甲状腺是否运
行正常，只要甲状腺功能正常，
也就不必在意碘的问题。

此外，有研究提示，当前甲
状腺癌的“流行”部分归因于甲
状腺筛查，并和高分辨率B超的
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对隐匿癌或
微小癌的过度诊断相关。

“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不需要
惊慌，绝大多数的结节是良性
的，恶性仅占 10%-15% 左右，并
且只要早发现早切除，术后的恢
复效果非常好。”曾庆东说。

山东碘缺乏
地区名单

济南市：历下区、市中
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
长清区、章丘区、平阴县；

青岛市：市南区、市北
区、四方区、黄岛区、崂山区、
李沧区、城阳区、胶州市、即
墨市、平度市、胶南市、莱西
市;

淄博市：淄川区、张店
区、博山区、临淄区、周村区、
桓台县、沂源县；

枣庄市：市中区、薛城区、
峄城区、台儿庄区、山亭区、滕
州市；

东营市：东营区、河口
区、垦利区、利津县、广饶县；

烟台市：芝罘区、福山
区、牟平区、莱山区、龙口市、
莱阳市、莱州市、蓬莱市、招
远市、栖霞市、海阳市、长岛
县；

潍坊市：潍城区、寒亭
区、坊子区、奎文区、青州市、
诸城市、寿光市、安丘市、高
密市、昌邑市、临朐县、昌乐
县；

济宁市：市中区、任城
区、曲阜市、兖州市、邹城市、
汶上县、泗水县、嘉祥县；

泰安市：泰山区、岱岳区、
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
县；

威海市：环翠区、文登市、
荣成市、乳山市；

日照市：东港区、岚山
区、五莲县、莒县；

莱芜市：莱城区、钢城区；
临沂市：兰山区、罗庄

区、河东区、沂南县、郯城县、
沂水县、苍山县、费县、平邑
县、莒南县、蒙阴县、临沭县；

滨州市：邹平县、博兴
县。 据新锐大众

山山东东1144个个地地市市处处于于碘碘缺缺乏乏地地区区

专家介绍
□记者 刘一梦

5月15日是我国第25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
主题是“‘碘’亮智慧人生，共享健康生活”，而每年5月
25 日所在的这个周，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甲状腺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周。碘摄入量的多少和甲状腺存在怎
样的关系？市面上的盐绝大多数为加碘盐，相比于过
去，现在的我们还缺碘么？是否存在碘过量的问题？

蒋玲，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教授，
医学博士，博士生
导师。从事临床工

作、教学及科研工作 30 余年，始
终处于学科的前沿，擅长骨质疏
松症、代谢性骨病、甲状腺疾病、
糖尿病及并发症、生长发育障
碍、性腺发育异常的诊断及治
疗，对疑难危重疾病及罕见病的
诊断及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五上午。

曾庆东，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普
通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生导
师。从事普外科专

业30年，擅长甲状腺疾病、胰腺疾
病以及直肠恶性肿瘤的诊治，在
省内率先开展了腔镜辅助小切口
甲状腺手术。在甲状腺的二次手
术，甲状腺癌的根治及颈部解剖、
胰腺内分泌肿瘤的处理等疾病上
有独到的处理方法。专家门诊时
间：周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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