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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转眼间 2018年即将进入尾声，我们也迎来
10月刊的 。衷心感谢您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的

大力支持，和我们并肩开启许多新篇章，为更多的肾脏病人带
来新希望和新生命！
在我们提供洗肾治疗以及全面护理服务，帮助肾脏病人对抗病
魔之际，也不忘继续推动肾脏移植。相较洗肾，肾脏移植不仅
仅延续生命，也让生命改变得更美好，被誉为是目前治疗肾衰
竭的最佳方法。
因此，我们进一步加强现有的肾脏活体捐赠援助计划，提高对
肾脏捐献者的资助，以鼓励更多人捐肾给他们的至亲。
NKF执行理事长黄振令先生在宣布这项举措时就说道：“捐肾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为了让捐肾者更加没
有后顾之忧，我们将承担捐肾者在手术前的一系列身体检查和
评估测试的费用，解除他们捐肾的第一道障碍，以及任何可能
存在的经济忧虑。”您可在内文阅读并了解有关计划的详细内
容。
60岁的王赛平女士便是肾脏活体捐赠援助计划的受益人之一。
她为了让儿子，32岁的陈建良恢复健康，于去年捐肾给他， 
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您可以在  封面特写中，细细阅读这
位平凡母亲的超凡母爱。
此外，本期的  肾度看则为您带来腹膜透析病人陈爱美女士
的成功故事。陈女士在确诊患上肾衰竭后，没有选择沉浸在悲
痛和自怨自艾的负面情绪中，而是决定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
她在丈夫和爱犬的陪伴下，活出了充实又自在的人生。
我们希望 的精选内容，包括饮食和运动栏目，能为您
展现基金会积极与社群携手打造一个健康环境的决心和愿景，
也衷心期望每一位国人都能自觉自发地照顾肾脏健康，将肾病
与肾衰竭拒之门外！
再次感谢有您的支持和鼓励，并期待与您一起努力，共创美好
健康的新加坡。我们明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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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罗 焦点

#NKFSG
请通过    平台和我们连结！

相等于一浴缸的水
肾脏每天过滤大约180毫升的血液， 

相等于你家中一整个浴缸的水！

一百万个肾单位， 
总长度为16公里

每颗肾脏里头有大约一百
万个肾单位。它们的主要
功能是帮助过滤体内的 

血液。如果我们将所有的
肾单位取出并把它们连接
起来，总长度将会覆盖

大约16公里之长！

全年无休
我们的肾脏全年无休 

每天24小时不断地工作， 
以便过滤我们体内 

所有的血液!

		肾脏有多奇妙？
你是否知道

nkfsg Ever thought what 
you can do with more than 
6,000 hours? (That’s 230 
round trips to #London😱) 
To sustain their lives, most 
kidney patients spend these 
hours on a dialysis chair.

Show your support by 
SITTING with us to 
ENCOURAGE these 
patients to live 💪BRAVELY

32 likes

nkfsg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gratitude to 

@thetengensemble for nominating NKF as one 

of your beneficiaries in the Teng Gives Back!! 

Your performance brought joy and uplifted our 

patients’ dialysis session! They can’t wait for 

you to be back! 🙏💕 You too, can head over to our Circle of Hearts 

programme (www.nkfs.org) to find out how to 

volunteer with us! 🌹🌹

48 likes

nkfsg This Nurses’ Day, we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dynamics between our nurses and patients and so, we brought 

3 nurses and patients together to find out!

Curious about what they think of each other? Watch on and 

witness the bond that each pair forged through the dialysis 

journey together.

Look out for the surprise at the end, where the patients gift  

their nurses a little something special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great work. 

Does renal nursing profession interest you? Drop an email to 

hr@nkfs.org to find out more!

118 likes

nkfsg A JOB WELL DONE to the quartet for bravely making it through the 16 days and completing their cycling expedition!Similar to a three-wheeled bicycle (which allows 
one whose physically challenged to continue to be 
able to cycle), receiving a kidney transplant (having 
3 kidneys) is like having a second lease of life.Join them, in this caus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kidney transplant!❤️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here: https://www.nkfs.org/event/riding-for-hope/

35 likes

肾脏让人体组织保持一定的平衡度 – 它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与

多余水分，调节体内的盐分、钾和酸性物质，控制血压以及调

节人体荷尔蒙以促进红血球生成和保持骨骼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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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追踪

为了提高公众意识和了解肾衰竭给健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国肾脏基金会（NKF）不久前举办了一场名为《挑战就座

极限》的活动。活动当天，每位参与者都必须坐在主办方所提供
的椅子长达四个小时，为的是体验肾脏病患在接受洗肾治疗时所
面对的生活限制。病患们每周必须接受三次的洗肾治疗，每次的
疗程大约四小时之久。通过此活动，NKF也传达肾脏移植是治疗
肾衰竭最佳方法的相关信息。

卫生部长颜金勇（中）和全国肾脏基金会 
执行理事长黄振令一同关掉洗肾机， 代表
肾病患者因为肾脏移植而重获新生。 捐肾
者和前肾病患者 （洗肾机左起） 与全国肾
脏基金会职员（洗肾机右起）也一起出席了
这项活动。

挑战就座极限

洗肾病患。。。

。。。每年须要花超逾6,000 

个小时来洗肾以维持生命。
。。。到最后会完全停止排尿。
这意味着所摄取的水分会积留 
在体内，直到病人来洗肾时才 
通过洗肾把水分排出体外。 
因此，他们必须严谨控制他们 
每天所饮用的水分包括冰淇淋、
西瓜和冰块中的液体。病人 
最坏的情况是一天只能喝500 

毫升的水。

人生新篇章

每一次的插针，

害怕不已
我都感到

我差不多两年前开始洗肾。一开始是用我的左臂进行
洗肾，但因为血管过窄，连续做了3次瘘管手术都

没有成功，只好作罢，改在右臂上造瘘管。谁知阻塞问
题也接踵而来，不仅影响了洗肾效果，还导致我住院好
几次。仅仅是第一年，我就由于瘘管阻塞而被送入医院 
7次！一住就是3天左右。那时候可真是煎熬，我甚至
闻‘洗肾’色变，因为害怕没准哪一天就又会让我的 
瘘管阻塞而不得不住院。

如今情况虽然好了一些，但瘘管的状况还是不理想， 
所以每次洗肾都要比其他肾友花更久的时间，大约要4个
半小时吧。在洗肾椅上坐这么久，我的双腿常常会抽筋，
洗肾后也会感到疲惫不堪，所以洗肾前我都会问护士能
不能早点结束，哪怕提前15分钟也好，但我想以目前来
看，这只能是奢望罢了。”

每个患上肾衰竭的病人在首次洗

肾前，都必须经历一次手术，将

手臂的动静脉接驳，建造一条能

被反复穿刺并确保血流量够大的

血管通路，也称瘘管。手术完成

后，病人还需要等3个月左右，

确认瘘管的完善性方开始血液透

析。等候期间，医生会在病人锁

骨下方的胸前植入一根导管，用

来暂时性地洗肾。可是这种临时

紧急方法常导致病人患有感染和

阻塞的风险。66岁的陈惠芬就

反复经历了瘘管阻塞带来的并发

症，她向《暖流》道出那段时期

的痛苦和无奈。

陈惠芬， 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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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尺寸

2毫米

一般洗肾所用的针头

1毫米

抽血时用的针头

2毫米

沙嗲串

你知道吗？



当中有一位阿姨每次看见
我们造访时都会非常开心
地欢迎我们。但非常遗憾
她在几个月前过世了。这
让我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的
短暂。但至少在她人生旅
程最后一个阶段里，我们

的相处是愉快的。

曹溧芩小姐， 
义工

当我向他们(义工们)
分享我的辛酸时， 
他们以言语给予我 
鼓励与支持。这让 

我感到相当的安慰。
王日山先生， 

肾脏病患

其实不只我们点亮了
病患们的人生 – 他们
的幽默和对我们的感
激之心也让我们感受

到人间的温暖。
何书豪先生， 

义工 

这项义工活动真的让我大
开眼界。病患们在活动和
饮食上有那么多的限制，
但他们仍可以坚强地度过
每一天，就这一点我对他
们感到十分的敬佩。非常
开心我们的小举动能够给
病患们带来一丝的欢乐。

Ms Jasveena Gaya,  

义工

从生命中学习

散发爱心

来自莱佛士书院的红十字会学生青年团自去年二月起，每逢星期一傍晚都会组成5到10人的 
团队，到全国肾脏基金会(NKF)属下的洗肾中心当义工。在那里，他们和病患亲切地交谈， 

有些则与病患一同制作手工艺品，如摩西艺术和进行简单游戏等以协助病患们的复健疗程。

想要更了解我们 
的义工计划？ 
请联系我们 

volunteer@nkfs.org

关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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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无私
32年前，王女士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给了长子陈建良第一
次生命；2017年8月30日，她在手术室里将自己的一颗肾脏
移植给建良，又赋予他第二次生命。一年多来，建良逐渐恢
复了神采，不用再遭受洗肾之苦，而王女士也康复良好。 
采访中，母子俩人常常相顾而笑，建良的笑容含着对母亲 
的感激与心疼，王女士的笑容则是对儿子重获新生的满怀 
欣喜……母子情深，令人动容。

隐藏心中悲伤
建良确诊肾衰竭后，他本人一时间无法接受事实，甚至

拒绝洗肾。所谓母子连心，王女士知道，建良的内心
正经历痛苦的挣扎。为了不加重儿子的心理负担，
王女士将悲伤和焦虑埋在心底，耐心劝导建良开始
洗肾，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时，她才敢让眼泪
决堤而出，放声哭泣。她坦言：“我从未让儿子
见到我流泪的模样。”
医生告诉他们，若是打算接受遗体肾脏移植，
在等候名单上便可能要苦等约9年之久，但如果
有亲属或好友愿意成为活体捐肾者，便能尽快
为建良安排移植手术。听到这，王女士已经暗
自做出了平生最不容动摇的决定：把自己的肾
捐给建良。“只要能救我儿子，一颗肾根本不
算什么。”

配型成功
经过一系列的化验和全身检查，医生确认王女
士的肾脏与建良配型成功，一切都符合条件。
原本还在担心二人血型不同无法捐肾的王女
士得知消息后高兴极了。她一心想快点进行手
术，甚至不惜将自己的膝盖手术挪后，甘愿忍受
多一年膝盖的疼痛。她说：“我只希望肾脏移植
能够顺利，让建良恢复健康。”

封面特写

王赛平

我愿为儿子 
做任何事。

捐肾救子

超人妈妈

已步入60岁的王赛平女士鬓角已染
上些许秋霜，但身子却还如同

年轻人般硬朗。她每天早上4点半就
起床为自己和儿子做早餐，再准备一
份便当给他带去公司当午饭。王女士
自己则在一家饮料摊位工作，为了给
家里多挣些钱，她每个星期天还在
快餐店打工。这位单亲母亲就是这
样艰辛又毫无怨言地将3个孩子养
育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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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移植手术前，捐肾者必须到重组医院接受一系列
的检测，以断定他们是否适合捐肾以及肾脏是否与受
肾者匹配。这项检测估计需要花费$2,000至$3,500。
为了让活体肾脏移植更广泛地被接受，全国肾脏基金
会(NKF)将于11月1日起，为每名肾病患者承担两名捐
肾者的移植前检测费用。这将有助于缓解捐献者在经
济上的顾虑。

为了进一步鼓励活体肾脏移植，NKF调整资助条例， 
只有受益者必须符合基金会支付能力调查，而并非双
方面。NKF同时也会提高一次性的资助以补助捐献者 
在手术后无法工作所失去的收入。补助金额将会以捐
献者两个月的收入或不超过$8,400作为依据。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洗肾中心进行宣导活动并大力
推广活体肾脏移植。我们的护士将会与病患和家属进
行交流，并同时向他们解释一些有关肾脏移植的错误
信息。

关于肾脏活体捐赠援助基金
这项基金帮助支付的费用包括年度身体健康检查和
医疗跟进，住院和手术保险保费，以及集体保险。
在集体保险赔偿下，NKF几年前已把赔偿额提高至
$200,000。迄今，共39名受益者在基金下获得资助。

更多援助以推广活体肾脏移植 
生活回归正轨
建良在移植前后，受到公司老板
的不少关照，特别是因为老板的
父亲也曾是肾脏移植的受惠者，
所以很能理解建良的处境。王女
士的上司也同样表示支持，让她
在手术后安心拿假休养。
手术后的建良逐渐重拾他喜欢的
运动，如去麦里芝蓄水池徒步远
足，等身体完全复原，他还计划
开始健身。建良如今也对自己的
饮食格外注意，例如少吃白米
饭、不喝含糖分的饮料等。他知
道重获新生的机会得来不易，因
此打算去做社区服务回馈社会，
以实际行动诠释他的感恩。
至于王女士，她在出院的两天后
便恢复了精神饱满、一刻不闲的
样子，从买菜做家务到继续工作
一样不落。不过她最喜欢的，还
是与建良一起在公园散步运动，
享受生活的美好。

想阅读更多肾脏移植相关的暖心故事吗？请上网 
http://bit.do/kidneytransplantstories  
让这些真人真事告诉您，您的支持给予了那些仍旧在等待换肾的病人坚持下去的希望！

请将问题（标题请注明Q&A）

电邮至： contact_us@nkfs.org
选中的问题将会刊登在下期的《暖流》。

让我们的医疗部门主管库玛医生 
来为您解惑！

有和肾脏相关的疑问吗？

问与答

肾病和肾衰竭是一样的吗？

Mohammad Sharul

过胖会导致肾衰竭吗？

亲爱的Zhenya，
肾病和肾衰竭是不一样的。肾病指的
是各种与肾脏相关的疾病。慢性肾病
是渐进式的疾病。多数患有慢性肾病
的病人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吃药来避
免病情恶化，从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因此不是所有患上肾病的病人都需要
洗肾。
可是，若您有肾衰竭，意思是您的肾
脏已失去了八成的功能，且无法维持
体液的正常成分，导致毒素在体内堆
积。这时，您就须要靠洗肾维生。所
以，注意到肾衰竭的初期征兆并采取
措施保护肾脏是很重要的。
更多详情请上网  
http://bit.do/kidneyfailure

亲爱的Mohammad Sharul，
过胖会导致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这都是
肾衰竭的两大主因。过胖的原因包括不当的饮食、缺乏
运动、超重或过胖的家族基因以及因负面情绪如闷烦、
伤心和愤怒等而改变饮食习惯。
控制体重的方法如下：
• 每次快步走30分钟，每周150分钟
• 每周跑步或游泳三次
• 记录自己的饮食
• 饥饿时别去购物，购物时遵照购物清单
• 准备食物时多采用蒸、烧或烤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炸
• 采用健康食油如菜籽油、葵花籽油或花生油。
您也可以向医疗人员咨询，以计划饮食、运动和改变生
活习惯。

Ong Zh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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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香

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河，我们
每个人都能以
自己的方式做
出贡献，涓
涓善行义举
终能汇聚成
爱的汪洋。

1996年，我收到一封来自NKF的募捐信，它便
是我开启慈善大门的钥匙。从信中，我了解到
肾脏病人那令人同情的处境，于是决意捐款。
那时我是个客服人员，挣的薪水不多，每个月
只能捐$5，但每次捐款中包含的，是一份真心
实意想要帮助他人的心情。我相信，无论数额
大小，只要量力而为，都一样有意义，一样能
够救助肾脏病人。
几年前，我被确诊患上乳癌，所幸接受化疗后
病情得到缓解。这段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人在
重大疾病面前，该有多么无助和难受。对病人
而言，活下去不仅需要治疗生理病痛的药物，
也需能治愈心中痛苦的良药。而后者一味药，
便是来自他人的关爱和支持，需要社会共同给
予。我如今已不用再化疗，但肾脏病人却必须
一辈子接受透析。因此，即使我现在没工作，
也会继续捐款，平日里则在另一家非营利机构
当义工，尽绵力帮助那些较为不幸的人们。”

为何会选择成为护士？ 
我就读理工学院时选修药剂学，但其实我更喜欢的是那种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每天和药方子打交道，所以考上大学时便决
定改读护理专业，最后成功考取了护理学士学位。

当护士一年多以来，有什么难忘的体验？ 
大家可能知道，肾脏病人需要靠洗肾来排除身体里多余的毒素和
水分。有些病人由于血压过低，便不宜脱水过多，可是病人一般
听到这都会很不开心，更有者会冲我们生气、发脾气，因为他们
希望尽量在洗肾期间排水，这样之后就能吃喝多一点……算是他
们的一点小心思吧！可是，其实这样做对他们的身体不好。面对
病人的怒火，我会保持平静，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原因。我还在慢
慢摸索如何跟不同病人在不同场合沟通的技巧，在这点上，我很
庆幸有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支持。

是否与病人建立了感情？ 
是的，不怕说句俗套话，看见他们的笑容就会觉得付出是值得
的。出国度假期间，我看护的病人会问其他护士我什么时候回
来；返工后，他们也会高兴地拉着我问东问西。每周3次的洗肾
对很多病人来说不是易事，我们这些护士能做的，就是与他们建

立友谊，让他们不要排斥洗肾。
这里不少病人都是老年人，我就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来对
待。

会鼓励其他人加入肾科护
士的行列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每当和同在
护理行业的朋友见面时，我都会
分享自己跟病人的互动与体会，
以及那带给我的满满正能量。我
想，其他朋友应该可以强烈感受
到我对这份工作的热忱和坚定，
希望这能带动他们一起，为护理
行业做出更多贡献！

好人好事 我们的团队

“即便身处困境，
我仍愿倾心助人”

请上网 http://bit.do/make-a-donation

您也可以尽一份力

20余年，她捐款助人从未停歇，哪怕在自己饱受病痛折磨 
之际也坚持做慈善的信念。这位温暖了无数肾脏病人的

善心传播者，就是50岁的林玉香女士。自她加入NKF生命捐滴 
计划，每个月固定捐款给基金会，一转眼已有22年的光阴， 
而她始终不忘初心，在公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

你健康，
所以我快乐！

孙洁仪在2017年8月大学毕业后，即刻成为NKF的一名护士。这个才24岁的年轻人脸上还带
着一丝初出茅庐的青涩，但她凭着认真好学与专注的工作态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赢得了

同事和病人们的认可和信任。这种满足感让洁仪对自己的护理职业感到自豪，每天都在岗位上安
心、快乐地忙碌着。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有兴趣加入NKF，开启一段精彩

的事业旅程，请联络 hr@nk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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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满弯成杯状的手

=半杯

一掌

= 90克

一拳头

= ¾杯
（90克）

水煮蔬菜

控制分量
您做得到！

研究显示增加食物分量和減少运动量将导致超重
或者肥胖 – 这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先行兵。 

如何控制体重还不让自己挨饿？只要每一餐都吃得
健康均衡，控制食物分量，就足够了。

欲知更多详情，请上网 
http://bit.do/exercise-ready

下背痛的主因是肌肉不平衡和姿势不正确。您可以尝试以下动作以强化您的核心及腰部肌肉：

您知道吗？
•	 80%的人口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下背痛。
•	 68%的人相信下背痛降低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资料来源：2017年全球疼痛指数

这些动作各做1-3套，每套15次。所有动作必需缓慢、顺畅、受控制地进行。 
逐渐增加强度——开始时做一套，逐步增加至三套。

桥式
曲膝90度，背部处在自然状态，缩紧核心肌肉；

维持姿势，深呼吸三次后缓缓降低臀部。

抬起臀部，与膝盖和肩膀成一斜线；

四点或两点跪
双手置于双肩之下，头肩背成一直线；

缩紧腹部肌肉，但不移动脊椎和骨盆， 
抬起左（右）手和右（左）脚；

维持姿势，深呼吸三次后， 
重复同样步骤但左右手脚对调。

健身房

强化您的肌肉

缓解下背痛！

健康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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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控制饮食分量？

超重或过胖 糖尿病 高血压

肾病
  心脏病、 

中风

摄入的能量   排出的能量

如何衡量饮食分量？



糖尿病引发肾衰竭
就像许多肾衰竭患者一样，爱美是“3高”人士，
即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她40多岁时被
查出有糖尿病，虽然有在小心管控病情，但血糖
还是不断升高。2016年尾，她发现自己就连走100
米都气喘吁吁，双腿也由于肾脏丧失了排除水分
的功能而变得水肿疼痛不堪，于是随即被转介至
医院治疗。入院时爱美的体重是85公斤，抽掉体
内积水后一度下降至69公斤，可见当时积水程度
有多么严重。除此之外，爱美的心脏也有问题，
所以无法承受肾脏移植手术，只能余生依靠洗肾
维持生命。

有一种力量叫陪伴
所幸，有丈夫与爱犬在身边，爱美并不惧怕洗肾
的人生。她与丈夫是结婚15年的老夫老妻了，
依旧恩爱如初。早期洗肾时，爱美的身体虚弱得
很，多亏有丈夫无微不至的关照才恢复健康。 
二人虽没有孩子，但家里的两只狗狗就是他们的
宝贝。爱美一边抚摸爱犬一边告诉我们，除了丈
夫，狗狗便是她的精神支柱，有了它们的陪伴，
再负面的情绪也能平静下来。 平日爱美会带着狗
狗们去公园散步，也会每天与它们玩耍。她说，
狗狗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守候它们的主人：“要是
我觉得不舒服，它们能察觉到不对劲，会依偎在
旁直到我好转。” 

选择腹膜透析
爱美已去世的父亲和爷爷也曾是肾衰竭病人， 
而她跟父亲一样选择了腹膜透析的居家洗肾方
式，每天晚上利用睡觉时间洗肾10个小时。这与
血液透析不同，爱美无需每隔一天就前往洗肾中
心，因此生活有了更大的自主性。由于腹膜透析
是一项不间断的疗程，病人相对会有较少的饮食
限制。NKF的护士、运动专家和营养治疗师也会
定期上门，为爱美提供护理服务和支援。

充实过好每一天
爱美洗肾已差不多2年了。她如今会参加NKF的
腹透支援小组，向肾友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也会聆听他们的烦恼。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
流畅时，笑颜常开乃易事；在遇上逆境时仍能微
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乐观。而爱美无疑就属于后
者。她说：“忧虑是没用的，我们能活在当下，
充实地过好每一天，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陈爱美

得知患上肾衰竭时，
我觉得自己的世界粉
碎了，但我已重新站
起来，不会再让它阻
挡我享受生活。

55岁的陈爱美在去年患上肾衰竭，但在经过
初期的震惊和悲伤后，她坦然接受了自己

的病情，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采访中印象最
深刻的是爱美温暖的笑容，那是种经历了人生的
考验后，依然从容、坚韧的笑容。而帮助她重新
找回热情拥抱生命的，正是丈夫的不离不弃，以
及与两只爱犬的牵绊。

平淡是真

肾度看

我们的腹膜透析社区支援计划 
为病人提供一系列综合性的援助。

欲知详情，请通过电邮联络我们

pd.support@nkfs.org

乐观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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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KIDNEYS (5436397) volunteer@nkfs.org

我们需要
1,600名 

售旗义工

三个时段 任您选择

上午8点至 
12点

上午11点至 
下午3点

下午2点至 
傍晚6点

请踊跃分享此信息！ 

#NKFflagday

号召您的家人和 
好友一同参与 
NKF售旗日吧!

现在就上网报名！

沿街募款义工需年满15岁或以上。

http://bit.do/NKFflagday2018

与我们
一起

守护生命赋予希望
与我们一起

守护生命
赋予希望

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   
上午8点至傍晚6点

请支持我们成为

售旗日义工！

家人和

朋友与

愉快的一天共度

全国肾脏基金会 I  81 Kim Keat Road, Singapore 328836

UEN20010475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