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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危害人体健康的
常见病、多发病，它包括肾结石、输尿
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等。泌
尿系结石可引起肾绞痛、血尿、尿路
感染、排尿困难、肾功能减退等多种
危害，严重者可导致肾功能衰竭甚至
尿毒症。少数病人可因结石长期刺激
导致泌尿系统粘膜癌变，出现泌尿系
统肿瘤。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泌尿系结
石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多病人还出
现了结石相关的肾脏损害。与高血
压、糖尿病、慢支炎、冠心病等很多慢
性疾病病不同，泌尿系结石是目前最
容易治疗的疾病之一。之所以很多泌
尿系结石病人引起了肾脏损害，主要
是大家对该病缺乏认识，在预防和治
疗上还存在很多误区导致。

那么，预防和治疗泌尿系结石有
哪些误区呢？

我省知名肾病专家、第三军医大
学肾病研究生、雅安仁康医院院长崔
建强副主任医师根据临床经验，提出
了一下见解：

误区一：泌尿系结石是吃饭时不
小心吃进去的石头

很多病人甚至问医生他(她)的结
石是不是淘米时没有淘干净，吃饭时
不小心吃进了饭里的小石子。

其实，泌尿系结石跟饭里的小石
子毫无关系，饭里的小石子即使吃进
了人体也只能在消化道内，消化道和
泌尿道是互不相通的，不可能进入泌
尿系统形成结石。泌尿系结石的形成
主要是由血液中的某些物质浓度过
高，经过肾脏形成尿液时，由于进一
步浓缩导致浓度过高析出结晶形成。
结石的形成与当地的水质、饮水习
惯、个人体质等多重因素也有关系。

误区二：吃药是最好的预防结石
的方法

其实，泌尿系结石的预防较为简
单，主要是注意调整饮食习惯和生活
方式。比如，饮食上少吃动物内脏、菠
菜等可以减少结石的发生，养成多饮
水的习惯可以使泌尿系结石的发生
减少一半以上，多运动使肾脏结晶自
然排出，能有效减少结石的发生。

误区三：结石治疗后只要不痛就
不需要复查和治疗了

泌尿系结石病人治愈后如不进
行有效的预防，5年后有高达50%的
病人出现复发。不痛并不表示结石已
排除体外，很多病人结石虽未排出，
但是由于身体逐渐适应或结石引起
的阻塞不严重，也无明显疼痛，如不
定期复查常导致延误治疗，会对身体
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结石治疗后
只要不痛就不需要复查和治疗的观
点是非常错误的。
误区四：不痛的结石不需要治疗

不痛的结石常常是肾脏潜伏的
杀手！

除部分肾小盞小结石和肾下极
小结石等少数情况可观察暂不治疗
外，绝大多数的泌尿系结石都需要及

时治疗，而且越早越好。临床上很多
引起肾脏损害的结石往往是那些不
痛的结石，因为没有症状，病人误以
为不需要治疗，结果导致病情延误。

误区五：治疗结石首选药物治疗
其实，泌尿系结石的治疗要根据

结石大小、部位、是否有粘连等选择
不同的治疗方式。直径0.5厘米以下、
表面光滑的结石可先用药物治疗，大
多数直径 0.6 厘米至 1.5 厘米的结石
首先选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输尿
管结石直径 1.5 厘米以上、肾结石 2
厘米以上的结石多采用开刀手术治
疗。但是，由于手术治疗创伤大，并发
症多，目前已逐渐被经皮肾输尿管镜
腔内碎石所取代。雅安仁康医院早在
2008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经皮肾
镜钬激光碎石新技术，截止目前，已
成功为1000余名泌尿系结石患者解
除了痛苦，效果都非常好。

崔建强强调，结石患者一定要根
据结石情况的不同选用正确的治疗
方法。如果选择方法错误，轻者加重
经济负担，重则延误治疗甚至造成不
可逆转的肾功能损害。

泌尿系结石防治误区多 专家提示要谨记

扶
老

助残
救孤 济

困

赈
灾

纵观国际彩票行业,社会责
任已经成为热点话题,也成为各
大彩票机构的共识。2016年2月
和11月,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体
育彩票分别获得了世界彩票协
会(以下简称“世彩协”)责任彩票
二级认证。至此,我国彩票机构
正加快脚步、迎头赶上。

2016年2月,中国福利彩票
获得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二
级认证,中国福利彩票承担社会
责任的成就得到了国际认可,提

升了自身的影响力。
据悉,世彩协从2004年就开

始针对会员机构研究制定统一的
责任彩票框架。2006年,世彩协会
员大会通过了《世界彩票协会责
任彩票框架》(RGF),将“责任彩票
原则”纳入各彩票会员机构的日
常经营中,并对各国彩票机构的
社会责任发展程度进行认证,对
会员机构履责提出了新要求。

中福彩中心20世纪90年代
成为世界彩票协会正式会员,至今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彩票机构,然
而,中国福利彩票在国际上的“声
音”还很小。面对这样的现状,中福
彩中心申请并通过责任彩票二级
认证,一方面践行了世界彩票协会
会员机构的履责承诺,使中国福利
彩票进一步接轨国际,提升了国际
形象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借此机会
重新梳理了中国福利彩票的履责
实践,进行自我评估与差距分析,
进一步规范科和提升了建设责任
彩票的相关工作。

中国福利彩票厚积薄发正在接轨国际
提升影响 福体彩分获责任彩票二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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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8049期开奖号码01 02 04 11 19 23 02
3D 2018114期开奖号码 4 4 1
七乐彩2018049期开奖号码 01 08 17 18 20 27 30 29

来源：四川福彩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申请

公司注销，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康定汇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日

随着 CBA、WCBA 大幕落下，中
国篮球再次进入了“国家队节奏”。近
日记者从中国篮球协会了解到，2018
年度中国男女篮竞赛日程已经确认，
其中男篮红队主要完成好亚运会和世
界杯预选赛参赛任务，男篮蓝队参加
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的同时，还有多
场热身赛的任务。女篮国家队则将面
临亚运会、世界杯两大考验。

近日，中国男篮红队、蓝队在北
京集结，两队在保持之前人员架构的
基础上，均招入了多名在联赛中表现
不错的球员以及上升潜力较大的年
轻球员，比如红队的王骁辉、沈梓捷、
赵泰隆、吴冠希、史鸿飞以及不满 20
岁的山东中锋朱荣振，再比如蓝队的
苏若禹、陶汉林、陈林坚、许梦君、曾
令旭和年轻的高诗岩、刘宇轩等人。
不同于前些年相对被动地新陈代谢，
如今在“双国家队”体系的保障下，越
来越多的新人、年轻人成为了国家队
的常客，这也有助于国字号球队竞争
力的提升。

去年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对阵韩
国队时有过出色表现的男篮红队，已
经确认将代表中国参加雅加达亚运

会。目前亚运会男篮比赛赛程已经公
布，比赛将于8月8日开打，9月1日产
生金牌，但分组抽签结果尚未产生。4
年前的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仅仅只
取得了第五名，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
以来男篮项目的最差战绩。亚运会之
前，男篮红队还将分别于 6 月 28 日坐
镇主场深圳再战老对手韩国队，7月1
日远赴南半球挑战新西兰队，这两场
比赛都是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男篮蓝队本年度最重要的比赛任
务是9月13日、17日的两场世界杯预
选赛复赛阶段的比赛，由于参加复赛
的球队还没有产生，因此对手尚未确
定。这两场“大考”之前，蓝队还有包括
中伊对抗赛、中斯对抗赛、四国赛、斯
坦科维奇杯等比赛任务。

相比于两支男篮国家队，女篮国家
队的比赛任务、赛程压力要更大一些。
早在一个月前，中国女篮国家队就已经
在北京完成了集中，并进行了强度不小
的国内训练，目前球队正在美国参加一
系列热身赛，对手包括美国女篮国家队
和WNBA球队等强手。6月初，中国篮
协还为中国女篮国家队安排了3场热
身赛，7月中旬，在国内还有两站四国赛

要打，8月初，则会和加拿大女篮进行两
场对抗赛。如此频密的热身安排，很大
程度上因为本年度中国女篮身背亚运
会、女篮世界杯两项大赛的参赛任务，
其中亚运会的目标肯定是从韩国女篮
手中抢回亚运会冠军金牌，女篮世界杯
也希望有所突破。

尽管难度很大，但中国女篮主帅
许利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女篮
在人员、打法上进一步补强的同时，也
强化了队伍的作风建设，一定会在亚
运会、女篮世界杯等重要比赛中，为国
人展现出不一样的女篮国家队。

据新华社

中国篮球进入“国家队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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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七五”普法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构 建

的法治良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