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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 60周岁
及以上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人员健康体
检标准60元/人。

余 杭
区 60 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参加体检人数达
15.46 万 人 ，体 检 率
76.61%。健康体检标准 300
元/人。开展白内障筛查，
定点医院确诊 1007人，

开展手术470人。

2019
年度区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余杭区户籍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21.7万
人，预计 16.3万及以上老年
人参检，健康体检标准 300
元/人。开展白内障筛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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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全面启动
余杭名医帮您解读误区普及健康知识

为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提升老年人生活品
质，近日，余杭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
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将对21.7万余杭区户籍的老
年人进行免费体检，该工作被列为“2019年度余
杭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据了解，余杭区自2018年开始实施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政策，并将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体检标准由原来每人60元提高到300
元，实现60周岁及以上企业退休人员体检由两
年一次变为每年一次。2018年，全区参加此项免
费体检项目的老年人达 15.46 万人，参检率
76.61%。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主动参与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为切
实做好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扎实推进医疗惠民工程，全区各承检机构不断规范健康体检
服务资源配置、优化健康体检服务流程、完善健康体检结果质量管理，结合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立和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实行分类
管理、精准服务。本期健康特刊特别邀请了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内分泌科、中医科等学
科的余杭区名医，就老年人体检误区，高血压、高血脂、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等老年人多
发疾病进行健康科普，对老年人健康养老提出建议。

本版组稿 陈轶东 周怡 周任婧

今年的健康体检项目 体检要避免的误区
2019年健康体检项目主要包括内科常

规、外科常规、眼科常规、耳鼻喉科常规、腰
围、胸片、心电图、B超、血常规、尿常规、大便
OB、生化十一项、肿瘤标志物、白内障初筛等
项目，同时男性还包含前列腺超声、PSA，女
性还包含乳腺超声、妇科疾病及宫颈疾病筛
查。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是老年医学的工
作重点之一。据区二院体检中心谢中华副主
任医师介绍，老年人特点是多种慢病并存，老
年人体检应当综合考虑老年人的年龄、功能
状态、伴随疾病、预期寿命、经济状况及老年
人自己的喜好，有针对性的筛查，即目标性查
体。谢医生说，对老年人来说，无论是有病还
是没病，一年一次的全面体检都不可缺少。
通过全面体检，会对个人的身体情况有个全

面的了解，例如身高、体重等，然后进行血常
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等检查。需要注意的
是，患有心脑血管、慢性病，有肿瘤等疾病的
家族风险的老人，可进行专门的筛查，及时发
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隐患，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防患于未然。同时谢医生也注意到，老
年人在体检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误区。

误区一：老年人体检越全越好

撒网式、菜单式、高频次的查体项目针对
性不强，很多项目不会使老年人获益，反而增
加假阳性、过度医疗的风险，加重心理和经济
负担，所以，筛查也应有循证医学证据，个体
化实施。

误区二：随意舍弃检查项目

体检表内设定的有些检查项目，如肛门
指诊检查，对中老年人受检者直肠肿物的发
现尤为重要。有些老年人因为怕麻烦或者害
羞，自动舍弃了一些检查项目，如果真有病
变，自然也就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后果不
堪设想。

误区三：体检前一天擅自停药

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往往为了在体
检中能检查出真实的身体情况，在体检当天
甚至前一天就擅自停药。其实日常有服用降
压药、降糖药的，体检当天也不要停药，只要
在体检时告诉医生，正在吃什么药，医生会对
结果进行考评。

为积极落实余杭区2019年度民生
实事项目，更好的提升参检老年人的
体验感和健康获得感，我区各承检机
构积极推出各项惠民举措：区五院南
苑分院优化早餐均衡营养，为患有糖
尿病的居民提供特定早餐；区五院开
发区分院开展让位服务，即职工车辆
均在院外租用的停车场停放，将院内
车位最大限度留给体检居民和患者；
区二院五常分院充分考虑到农民群众
的生活习惯，提早半小时上班，同时考

虑到高龄人群居多，社区安排志愿者
协助体检，全程陪同高龄、行动不便老
人参与体检；区中医院崇贤分院增加
体检导引标牌明确方向和距离、扩大
指示地贴的字号方便老年人和视力不
佳人员，同时对照体检项目修改各体
检科室门牌名称以方便参检居民；此
外区一院运河分院、区二院五常分院、
区五院开发区分院等多家承检机构为
方便出行不便的老人参检积极与村
（社区）沟通租用大客车接送老人。

2018 年区政府投入近 4000 万
元，将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居
民体检标准从60元提高到300元，60
周岁及以上企业退休人员体检从两
年一次变为每年一次。这是一件敬
老爱老的大好事，惠及 20 多万名户
籍老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
一直秉承的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自 2018 年开始，我区户籍老人体检
标准大幅提升，消弭了城乡居保健康
体检的低标准运行状态，弥合了老人
健康福利中工农差别。以人民为本，
以人民为出发点的重要思想，在基层
就需要这样一件一件地化为具体行
动。这近 4000 万的财政投入，不仅
是对老人的健康抚慰，还能提振政
声、收获民意，其社会效益将是延伸
的、复制式的。

2019 年初，杭州市医保局余杭
分局和余杭区卫生健康局相继挂牌，
表示国家对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视，标
志着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的全面推
进和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推进。我
国目前的医保制度主要是针对医疗
过程中的保障，故而在卫生所倡导的
健康需求和医保能解决的医疗之间，
还存在有一个可大可小的空间。现
在这个空间通过政府的专项安排来
弥补解决，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又切合
当前政府运作和财力预算的巧妙安
排，经费指向明确，目标要求具体。
老年人健康，这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
个重点目标人群，我们千万不能轻看
了它的深远意义。

信息时代最珍贵的是数据，老
人全面健康体检的另一个意义是积
累了 20 多万老人的健康大数据，为
养老健康信息平台建立提供了不可
替代的扎实基础。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工作开展多年，但成效不佳，仍有

不少死档、空档，基层有牢骚，群众不
了解，政府也不看好，其最关键的原
因是缺乏大规模有质量的数据支撑，
没有结构化的数据录入，垂直的数据

“孤岛现象”和行政藩篱匹配，相比于
软件的日新月异，健康数据的收集和
管理基本是原地踏步。本次较高水
平的免费体检，从医学角度讲已经基
本能完成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和确
认。区卫生健康局已经在积极梳理
数据，设计能够使健康档案活起来、
用起来、入口方便的健康信息管理平
台，能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养结
合工作衔接起来，创新我区健康服务
新模式，确保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准
确、及时更新，切实把老年人、慢病患
者等重点人群电子健康档案开放这
一民生实事办好，稳步提升我区老年
人及慢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水平和质
量。

2018年体检共发现异常人员总
数达17.36万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
人有 1.12 项以上的异常（主要是疾
病）,老人成为医保资金的主要消费
群体。疾病排名前三位的是高血压
病、高血脂症和泌尿系统疾病，这三
类疾病控制得好，不仅病人少受苦
痛，对医保资金安全也有大好处。所
以把这件好事办好，放大近 4000 万
体检资金的社会效益，还需要在总体
体检结果的数据化处理后，和相关老
人落实原有疾病治疗方案的调整和
新发现疾病（阳性指标）的确认处理，
这是一个个具体问题，要花功夫花精
力，要规定基本程序，分配具体任务，
这也是下一步规范诊治和慢性病的
规范管理必须的，我区各医共体牵头
单位要负责规范各成员单位健康体
检相关工作，逐一落实到每个老人。
把好事办好，不光凭愿望，更需要扎
实的行动。

把这件敬老爱老的好事办好
○徐步云

栏目主办：余杭区卫健局
余杭晨报社

你健康 我快乐

随着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饮食方式和生
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高蛋白、高胆固醇、高
脂肪、高热量等膳食长期大量摄入，导致肥胖
人群逐渐增多，对人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均产
生不利影响；此外，很多居民预防保健意识不

强，对自身健康不够重视，大多缺乏必要的保
健常识和膳食营养知识，长期大量饮酒、吸烟、
食用刺激性食物等，这些都是诱发慢性疾病的
危险因素。

据 2018年度余杭区老年人健康体检报

告显示，检出率前三位的疾病是高血压病、高
血脂症、泌尿系统疾病，检出率分别是
43.52%、15.95%、14.77%。此外，糖尿病患者
检出率也高达 8.95%。针对这些多发常见疾
病，医学专家们又会有哪些防治建议呢？

老年人多发的常见疾病 专家为你来科普

高血压、高血脂 袁红 区一院党委书记、院长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余杭区名医

人在衰老的过程中，各器官功
能都会出现退化，泌尿系统也不例
外，与“排尿”相关的疾病骤增。“男
性较为常见的有前列腺增生症、尿
潴留、泌尿系结石等；女性则以尿潴
留、尿路感染、神经源性排尿功能障

碍等泌尿系统疾病较为常见。”余杭
二院泌尿外科主任袁利荣说。

袁利荣主任提醒，当出现尿急、
尿频、尿不尽、夜尿增多等排尿功能
障碍时，应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
查。平时要注重体检，避免久坐、酗

酒、熬夜、憋尿等不良生活习惯。同
时，要及时治疗慢性咳嗽及便秘等
情况，以尽量减少各种增加腹压的
因素。

老年人泌尿系统疾病 袁利荣 区二院泌尿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余杭区名医

老年糖尿病是指年龄>60岁的
糖尿病患者，具有患病率高、年龄
大、慢性并发症和伴发疾病多、用药
多、脏器功能减退、容易发生低血糖
等临床特点。

针对老年人应做到“四早”，1.

早预防：改变观念，遵从“治未病”理
念，积极进行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学
习和宣教，提倡健康生活方式，适度
运动。2.早诊断：高危患者定期体
检和进行糖尿病筛查，以便早发现
潜在的糖尿病威胁，早开始保护自

身β细胞功能。3.早治疗：包括早开
始治疗等生活方式干预、及时启动
降血糖药物治疗和适时开始胰岛素
治疗。4.早达标：遵从个性化控制
目标包括血糖和非血糖的其他代谢
相关指标，早达标方可早获益。

老年人糖尿病 吴君平 区五院大内科主任兼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余杭区名医

通俗地讲，高血压说的是动脉
血管里面血流的压力增高，高血脂
说的是血液中脂类物质（胆固醇和
甘油三酯）含量增高。

高血压患者合并血脂异常，就
意味着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如冠心
病、脑卒中、甚至慢性肾脏损害等疾
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因为高血

压是导致脑卒中的最主要危险因
素，同时血脂异常也是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疾病的罪魁祸首，其中冠心
病、脑卒中都属于动脉粥样硬化性
的疾病。所以患有高血压的市民平
时生活中应该时刻关注自己血脂。
建议刚被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最
好再查一下血脂水平，因为近三成

的高血压患者都合并有血脂异常。
防治高血压、高血脂，除了定期

测量血压，定期复诊，遵循医嘱定时
用药外，还要改善生活方式。保持
健康的饮食习惯、严格控制体重、定
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并保持轻松
愉悦的心情。

人到老年，气血渐衰，五脏亏
虚，抵御外邪能力下降，故老年人需
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不令邪风干忤
经络，使五脏元真通畅，即可延年益
寿。

一、心理调节：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保持适当的社会活动以及稳定、
愉快的情绪以适应社会。

二、四时调理：根据四时变化调
整自己的生活起居，如春季防风，夏
季防暑，秋季防燥，冬季防寒。

三、动静结合：适当进行体育锻
炼，如散步、步行、太极、自我按摩等
等，使气血长流，舒筋活络、通利关
节，神旺体健。

四、顾及脾胃：脾胃乃先天之

本，饮食调养，注意保护脾胃对老年
人养生保健尤为重要，应合理饮食，
定时定量，少量多餐，保证摄入必要
的营养成分。

五、药养先天：老年人肾气渐
衰，气血亏虚，可以根据自身的体
质，适当进食一些补肾之剂，使肾精
充足，元气旺盛。

老年人健康养生 莫耘松 区中医院主任医师 余杭区名中医

健康体检便民惠民举措

老年人乘坐免费大客车参检

医务人员陪同行动不便老人参检 志愿者为参检老人提供引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