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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谢您对肾脏病人的关爱和支持。

为了拉近与您的距离，并加强我们之间的互动， 以
全新面貌出现，继续为您呈现我们拯救生命的各项工作。设
计改头换面的同时，内容也在推陈出新。新《暖流》每一期
设有一个主题内容。配合即将到来的护士节，本期的 焦点
和  封面特写便分别为您介绍和护士有关的有趣花絮，以及
NKF白衣天使海兹的故事。护士在我们的病人护理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无私奉献，呵护生命，在病人的康复旅
程中默默陪伴，发光照亮病人的心房。海兹在逆境中突破自
我，不断进修的例子就是最佳的护士写照。

我们跟进了肾脏捐赠者财来在手术后的近况，他的健康不仅
没有受到影响，对人生的展望也变得更加积极。您也可以读
到腹膜透析病人婉庭作为一名勇士坚韧不拔的心路历程。

除了为您报道您的善款如何有效地改善病人的生活以外，我
们开辟的新栏目还包括  健康料理、  健身房和  问与答
等，图文并茂地为您介绍如何吃得健康、健身锻炼心得、以
及由我们的医疗部门主管库玛医生对于肾病相关疑问的解
答，让您更掌握更多健康资讯，活得愈加丰富精彩。如果您
有任何和肾脏有关的疑问，欢迎电邮我们。

我们衷心希望我们悉心为您准备的《暖流》是一份丰盛的精
神食粮，让您更接近我们，和我们一起成长，为建设一个健
康快乐的社会而努力。

肾脏病人由于洗肾生活作息大受影响，加上洗肾的疲惫和煎
熬，让他们的生命变得黯淡无光。我们庆幸有您的无私关
爱，在背后大力支持我们，让我们的病人感受到世间的温
情，生命再次发光。

再次感谢您，期待与您携手同心打造更美好人生。阅读愉快！

编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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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战胜病魔为己任，以无私奉献为誓言，以呵护生命为承诺！他们，就
是被比喻成上天派到人间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 护士。每年的8月1日

是我国的护士节，是一个表彰敬业乐业，具备奉献精神的护士的节日。关于这个
庆祝真善美化身的节日，你又知多少呢？

nkfsg Well done 
young “professors” of 
our NKF June Camp! 
We hope you had an 
enjoyable time with 
us learning about 
the wonders of your 
kidneys through the 
wacky experiments 
and fun games! 

#nkfsg #junecamp 
#children #education 
#kidneyhealth

46 likes

#NKFSG

nkfsg Archaibou is from Algeria and has been in Singapore for only a month. And like any city, Singapore has seen fast food restaurants spring up around almost every corner, a convenient choice that answers to the hectic lives that Singaporeans lead. And what does he say is the first thing you can do to be healthier? “Stop eating so much junk food!”

#nkfsg #nkfhealthyheroes #singapore  

35 likes

nkfsg Le Champ-NKF Dialysis Centre at Bukit Panjang 

is officially opened! This is the 2nd dialysis centre proudly 

sponsored by Le Champ (SEA) Pte Ltd.  

Thank you sponsors for bringing Life & Hope to more 

needy patients!

#nkfsg #officialopening #dialysis #lechamp#charity 

#lifeandhope #savelives #dogood#thankful

51 likes

nkfsg Assemble your very own virtual meal, and 

get to know how your favourite dishes affect your 

health! 

Come on down to the Kidney Discovery Centre! 

Email education@nkfs.org to book a tour today!

#kidney #KidneyDiscoveryCentre #education

30 likes

白色是护士服传统的颜色，也是“白衣天使”
的称呼由来。在西方早期的战争年代，护士们
的一袭白衣有助于战士们辨认护士与其他女
仆、厨师和洗衣娘的身份。

白衣天使

本地共有超过30,000名注册护士，
这个数字从2010年起便持续上升。

护士团队

社交网罗 焦点

世上第1 套正式的护士服包括了连
衣裙、围裙和护士帽。护士服起源
于修女的服装，这是因为在19世纪
之前，护理工作主要是由修道院中
的修女们执行。

护士服

5月12日是近代护理创始人，
护士南丁格尔的生日。多数
国家会在这天庆祝护士节。

国际护士节

我国医疗护理业
我国超过一半的医疗专业团队由
护士组成，是医疗护理业重要的
支柱。

请通过Instagram平台和我们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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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联络我们，办理团体参观！
education@nkfs.org

全新免费热线电话：
1800-KIDNEYS (5436397)

现在就来参观我们翻新后的肾脏教育中心，
一起探索肾脏的奥秘吧！新中心设有多项

高科技的展览，利用动作感应器和触屏感应等
装置，为您打造一场感官盛宴，以更新奇有趣
的方式，助您深入了解肾脏、学习如何保持肾
脏健康。

访客可使用平板电脑扫描食物
模型，以计算食物所含的热量
和糖分。访客也能通过体感控
制器来进行仿真运动，燃烧卡
路里。

翻新过的NKF肾脏教育中心在今年4月17日由教育部长
（学校）及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主持开幕仪式。中心
自2011年投入使用后，已服务超过30,000名访客，其中
包括150所学校的师生们。

如果没有预订， 
您也可以在每逢 
星期五	

早上9点至下午4点	
（公共假期除外） 

前往参观

开启一段

多感官之旅

活动追踪

新中心带来 
生命与希望

• 座落于万吉路大牌275，在2017年5月6日 
 正式开幕

• 由利昌（东南亚）私人有限公司资助210万元

• 设有16台洗肾机，可为96名病人服务

利昌-NKF洗肾中心
（武吉班让）

左起：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连荣华；
活动贵宾、西北区市长暨武吉班让国会议
员张俰宾博士；NKF主席许宝忠；利昌创
始人庄承才，以及NKF执行理事长陈明娘，
集体为新洗肾中心开幕，并正式开通热线
电话。

我们全新的热线电话将为病人和公众提供一个一
站式的咨询平台。公众和病人若有任何问题，如
洗肾申请程序、捐款和义工计划、以及肾病预防
与教育等相关活动，都可拨打此热线，寻求信息
或建议。

中间：卫生部长颜金勇（左3）； 
NKF主席许宝忠（左4）；新加坡厨师协会
会长Edmund Toh（最右边）与获奖厨师
和NKF团队，摄于2017年4月6日NKF48周
年庆兼慈善晚宴。感谢各界善长仁翁的鼎力
支持，NKF共筹获超过110万元善款，远远
超出原先预期的80万元。全赖Peter Knipp 
Holdings负责人Peter Knipp不遗余力的协
助，这次的活动才能圆满落幕。所得善款将
会尽数投入病人的护理和治疗。

世界名厨峰会2017：NKF慈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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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明和太太沈秀珍一起捐赠3台洗肾机，点亮了肾脏病
人的生命，赋予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不仅如此，达明也
是生命捐滴的长期捐赠者，帮助贫困和被疾病缠身的病
人已有10年之久。

若您希望贡献一份力量，请查看我们的捐款网页 
www.nkfs.org/support-us/make-a-donation

如果将NKF的700 架洗肾机竖着
叠起来，它们比世界最高的建
筑物，杜拜的哈利发塔还要高！

 洗肾机是每一位血液透析病人的 
 生命线！

 病人每次洗肾时必须依赖洗肾机， 
 体内血液将会导出体外流至洗肾机 
 的人工肾脏，过滤血中的废物和 
 多余的液体。

 洗肾机在病人每次4小时的洗肾过 
 程中能过滤约84公升的血液。 
 不过和我们的肾脏相比又是小巫见 
 大巫了：健康的肾脏每天无休无  
 地工作，能过滤180公升的血液呢！

 一台洗肾机的平均寿命为8年，可提 
 供约30,000小时的洗肾服务，延续 
 6名肾脏病人的生命。

共管公寓花盛园的50多名居民与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
议员连荣华联手献上爱心，为NKF在武吉班让的洗肾
中心添置一台崭新的洗肾机，让更多肾脏病人有机会
在住家附近方便地洗肾。

好人好事

取之社会

看了肾脏病人 
在洗肾时的过程，
我深有感触， 
因此作出决定， 
捐赠洗肾机。

陈昰福（左）

秉持着同样的信念，2位来自新鸿泰私人有限公司的生意伙伴从2010年起，陆续捐赠
了20台洗肾机给NKF。陈昰福和韩 光在为事业奋斗的同时，仍不忘发挥爱心， 

以实际行动帮助有需要的肾脏病人。

用之社会

我希望借此让肾脏病人
知道：你们并不孤单，
身边仍有在乎和关心 
你们的人！

韩 光

人生之路，漫长而曲折，尤其在遇到坎坷
的时候，更为难走。总要有谁来支持这些
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继续走下去。我们很愿
意成为这样的人。

张达明和太太沈秀珍

生命的点灯人

携手 拯救病人

患上肾衰竭的国人这几年不断地增加。能帮
助肾脏病人接受亟需的治疗是件十分欣慰的
事，我们的社区也因这个共同的目标而更加
团结友爱。

吴浚铭 （右3） 
花盛园居民捐赠者代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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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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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

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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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特写

如果您或您所认识的人有兴趣加入NKF，从事肾科护理，请电邮 hr@nkfs.org

海兹作为护士的缘分，结于1991年。那年，刚满27岁的她正
式成为NKF透析助理。因为本身就是NKF洗肾中心的一

位病人，所以海兹对洗肾一点也不陌生。她是在1983年的一场急性
肾小球肾炎*导致肾衰竭，而开始洗肾生涯。

从病人到透析助理
海兹在中学时代就希望当一名护士。患上肾衰竭后，这梦想对她来
说，突然变得遥不可及。不过，当生活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
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洗肾中心的护士们注意到这个女孩对护理
的热忱，纷纷建议她从透析助理开始一步步迈向梦想，甚至为她调
整她的洗肾日程，让她同时兼顾洗肾和工作。
同为肾脏病人，海兹能感同身受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因此透析助理
一职，她做得得心应手。然而，热心又好学的海兹依然渴望能为肾
友做得更多、更好。她尤其希望接触那些不谙英语的马来肾友们，
帮助他们了解洗肾的重要性，致力于改善健康。
忙忙碌碌的3年转瞬即逝。1994年，机会的大门终于向海兹敞开 — 
她获得肾脏移植的机会！从此，海兹不仅不用再洗肾，还有了更多

*肾小球肾炎是在肾脏毛细管中所产生的炎症，可以是急性的，也有慢性的。这种肾病通常由其它
疾病导致，例如糖尿病或红斑狼疮，但也会单独病发。严重的肾小球肾炎可以损伤肾脏，导致肾
衰竭。治疗需依病患情况而定。

的时间和精力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朝护士的目标
又踏进一步。

从透析助理到护士
在NKF的资助下，海兹获得了进修的机会。她以优
秀的成绩毕业，终于成功当上一名登记护士，实现
一直以来的梦想。所谓不进则退，好学的海兹去年
4月又开始攻读护理专业文凭，为日后提升注册护
士铺路。
“最让我难过的事，莫过于看见肾脏病人放弃希
望，放弃自己的生命。身为一名肾科护士，我希望
尽我所能来支援他们，带给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说着这话时的海兹，双眼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学无止境
海兹将在2018年完成护理专业的课程，现年53岁
的她是这届年纪最大的学生。身处在一群年轻人当
中，会感觉到格格不入吗？海兹的答案是否定的。

她虽然比很多同班同学大了整整2轮有余，可是与
他们的日常交流却完全没有代沟，课业方面也能
跟得上他们的步伐。也许，不断地学习和自我进
修带给海兹的并不仅仅是无穷的知识，还有保持
年轻和活力的心境。
她说：“不管年纪有多大，也千万不要放弃任何
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它说不定就能为你和你周
遭的人带来转变。”
海兹的这番话一点没错，她的儿子就是一个受到
她影响而转变的例子。在目睹了母亲的勤奋好学
后，儿子纳兹瑞深感启发，学习更加上心，成绩
也突飞猛进。去年，读中2的他还获得了政府颁发
的教育储蓄奖。
回首过去，海兹有不少感慨，但更多的是感恩。
展望未来，可以肯定的是海兹将继续努力，突破
自我，为她周围的人树立一个好榜样。

在逆境中

突破自我
有了护理专业文凭，我也具备更
强的能力，在多方面为病人提供
综合服务。肯定的，我的视野会
更广阔，也愈加能跳脱固定的思
想框架。
海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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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有关阳光计划的资讯，请通过电邮和我们联系
volunteer@nkfs.org

从心上人手里接过钻戒、鲜花等昂贵的礼物，
的确让人心动。但谢美玲从未婚夫—49岁的

黄财来那里得到的，却是一份无价之宝。财来的
礼物，是一颗肾脏。他为了患上肾衰竭的美玲，在
2013年毅然捐出自己的肾脏。手术后4年，俩人的
健康恢复良好。美玲不需再承受洗肾的煎熬；财来
也依旧健康。他们俩人的心，也因为这次的经历而
更紧紧相连。本期的《暖流》，财来以捐赠者的视
角向我们分享他独特的捐肾体验。

你在移植过程中都经历了些什么？
手术前，我必须通过系列详尽的检查步骤，光是验
血就好多次，手术前也要用特殊的抗菌浴液洗澡，
以确保安全。其实，我的血型与美玲并不相配，好
在现代医学先进，捐赠者的血型即使与受肾者不相
符也能进行移植。医院也会帮助我在心理上做好准
备。记得手术的前一晚，我人已经躺在医院了，但
医生还不忘关心我，让我知道即使在最后一分钟改
变主意也不会受到责备。我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
的帮助，其中包括NKF提供的“肾脏活体捐献援助
基金”，让我不必顾虑移植相关的费用。

决定捐肾后，会感到害怕吗？
一开始当然会害怕，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吧。可是，
如果没有肾脏移植的话，美玲就要一辈子承受洗肾
的痛苦，我真的无法袖手旁观。而且新加坡的医疗
水准很高，我不担心手术会出什么问题。重要的是

要把心态调整好，要有积极的人生观，这样对自
己、对他人，都有好处。

捐肾后，你的人生有什么不同了？
除了每年需要去医院复诊一次外，我的生活没有受
到影响，复诊费用都是由NKF资助。医生说，即使
只有一个肾脏，我还很健康，跑步、游泳等运动都
没问题，也可以参加国民服役的体能测验。饮食方
面，医生建议我多喝水，少吃油盐分高的食物。我
都有努力去做。

有什么话想对那些在考虑捐赠肾脏的人
说吗？
如果有机会救你爱的人，一定要好好把握。肾脏捐
赠手术对你的生活真的没有影响。事实上，医院的
器官移植协调员曾告诉过我，研究显示捐赠者往往
比一般人更会保持健康，因为我们更懂得健康的重
要性！

捐肾后，我还是

很健康！
财来

拯救生命 改变人生 关爱行动

心理健康在病人的康复过程中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NKF

的阳光计划下，48岁的志愿者何
丽琴女士通过系列培训课程，当起
义务辅导员，协助NKF的全职辅导
员，从心理情绪多方面帮助肾脏病
人。
何女士自去年8月开始接受训练，已
经接触4门项目，包括基本的辅导技
能、如何了解病患的医疗状况和他
们所面对的困难等等。她在今年4月
在全职辅导员的指导下，首次与病
人进行了一对一辅导。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何女士也在
电信公司拥有一份全职工作。她说
身为义务辅导员，最主要的是跟病
人分享自我护理的重要性，并鼓励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自我护理。
由于当辅导员是她一直以来的梦
想，因此对她来说，从NKF交友计
划的一名志愿者转为现在的辅导
员，是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了。
何女士对自己首次的一对一辅导感
到十分欣慰。她坦言病人对她的辅
导反应良好，而她因为曾经患上鼻

为病人们带来

癌和淋巴瘤，所以更能切身体会
到病人所承担的压力。
“我所帮助的病人正努力走出忧
郁症和心理负担的阴影。我所做
的事情并没有终点。我的角色主
要是聆听病人的苦衷并从旁给予
鼓励，尽一份力量让病人能够实
现自我帮助。”
何女士希望能够继续为她的病人
提供辅导服务。她说：“只要这
名病人需要我，我一定会一直与
她同行。”

阳光
你必须具有同
理心，能够
体会病人的心
声。关爱的心
让一切事情都
有好办！

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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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人食用分量）
1．将金枪鱼加入打散的蛋液中
2．加热辣椒酱，加入姜黄粉和洋葱一起香炒
3．将蛋液倒入锅中
4．将所有食材一起翻炒
5．关火，把叻沙叶撒在炒蛋上
6．将食材盛出，放在面包片上
食谱由:
钟爱欢（义顺洗肾中心病人）提供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早上赶着上
班、上学，往往把早餐忽略了，这其实是不

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吃早餐容易增加患上肥胖、
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从而导致
肾衰竭。

除了运动， 
你也可以在饮食方面作出调整：

把一日三餐变成少吃多餐， 
这样能更好地控制饥饿感和血糖， 

还能促进新陈代谢！

将臀部后推，膝盖下弯，
身体放低成半蹲状1 将双手放在面前的地上，

然后把重心向前移2 双手依旧放在地上， 
双脚往后跳，成俯卧撑状3

维持姿势，做一个俯卧撑4

双脚跳回原位，同时手离地5用力向上跳跃6

经常运动

即使定期锻炼，体重也没有显著的变化，是许多人
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持之以恒的运动固然重

要，但若想要燃烧脂肪、瘦身、塑造肌肉等，更佳的
方法是进行高强度的间隔训练。
试试在波比操（Burpee）中加入俯卧撑。这套锻炼能
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无需任何健
身器材，也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因此随时随地都能
做起来！

体重还是不会下降?

健康料理 健身房

小贴士

吃好早餐
健康食谱：乌打法国长面包
乌打(otah)法国长面包不仅简单易做，也是一
顿富有营养的早餐。它含有Omega-3脂肪酸，
可以减低人体的三酸甘油脂和抑制血栓塞形
成，从而降低中风和心脏衰竭的风险。

一“餐”之计在于晨 -

营养价值 （1餐份量，卡路里： 259大卡)
碳水化合物：16克 脂肪：13克 蛋白质：21克 
钠：158毫克 胆固醇：164毫克

吃早餐有什么好处、早餐又该怎么吃呢？
• 早餐应该在睡醒后的2小时之内吃，以补充睡眠 
 期间消耗的营养
• 有助于消除饥饿感，可避免在午饭和晚饭时吃 
 得过多
• 可以增强体能，使人更有活力
• 早餐还可以提高注意力并改善心情、缓解压力

1撮盐 （可以选择不放）

1小勺姜黄粉

¼ 个洋葱，
切成小块

¼金枪鱼罐头

1英寸厚的法国 
长面包切片

3片叻沙叶，切碎

1个鸡蛋（需打散）

½ 茶匙辣椒酱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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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正是如花的年纪。和
许婉庭交谈时，她的脸上

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与其他年轻
的女生，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
有谁知道，这个女孩子20年来
所经历的艰辛，却是笔墨难以描
述的。
婉庭一出世就患有肾病。这对因
肾衰竭而失去了第一个孩子的许
家来说，无疑又是重重一击。当
别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在父母的怀
抱里熟睡时，婉庭却必须频繁地
出入医院，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度
过许多夜晚。光是活着，似乎就
需要这个稚嫩的生命竭尽全力。
婉庭13岁那年，该来的还是来
了：她的肾病恶化，被送入加护
病房，一住就是数个月；到了年
底，她的肾脏彻底损坏，被确诊
患上肾衰竭。于是，NKF设在国
立大学的儿童肾脏中心及时向她
伸出援手，协助她开始腹膜透析
的洗肾治疗。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听着婉庭讲叙自己的过去，语气里
没有怨天尤人，反倒多了份平静。内
心的强大，让人微微一震。但这份强
大，是由无数个流着泪、咬着牙的日
子磨练出来的。她小学和中学时代，是最黑暗的。读初一时，她因
病错过了年终考试；同学们也因为无法理解婉庭的遭遇，向她投来
异样的眼光。这个年龄的孩子，往往天真又残忍。他们暗地里的嘲
笑并偷偷给婉庭起了外号，无一不深深地伤害着她，吞噬着她活下
去的勇气。一度，她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婉庭的周围，并不
缺爱她、关心她的人。来自父母和哥哥姐姐血浓于水的亲情、医护
人员和社工的细腻关怀，以及儿童肾脏中心其他年轻患者的鼓励，
让婉庭打消了自尽这个可怕的念头，扶持她走出人生低谷。

生活不受腹膜透析所限
婉庭从一开始接受腹膜透析至今，对于这个治疗方式，已经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了。她例举腹膜透析的好处，头头是道：可以在家进
行，不用每次都跑去洗肾中心；腹膜透析能利用夜晚睡觉的时间以
机器代劳，白天的生活不受影响，可以自由地出门读书、游玩...... 
每天睡前，婉庭自有一套程序。她会做些伸展运动，听听音乐，再
和朋友在社交网站上互聊。这些看似小小的日常琐事，却能帮她忘
却烦恼，提醒着她生活的美好。

活出精彩 
2014年，婉庭考入工艺教育学院，修读人力资
源。在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下，她的努力结出了硕
果，成功地在3年内完成原本为期4年的课程，于
去年5月份毕业。但婉庭并不满足于现状。如今，
她在理工学院进修商学文凭。这个自强不息的女
孩在未来又会有怎样一番作为，就让我们拭目以
待吧。
访谈结束前，请婉庭为这段经历做个总结。她想
了想，笑着回答：“以前，我埋怨过，也痛苦
过。但现在我都看开了，经常带着微笑过好每一
天。因为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必须要
自爱自重，拥有积极的态度。”

肾度看

我们的腹膜透析社区支援计划 
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辅导和各种援助。

欲知详情，请通过电邮联络我们

pd.support@nkfs.org

什么是腹膜透析？

小时候我以为患上肾
衰竭就是末日。现在
我知道，它不过是一
种病。有了腹膜透
析，我一样能过我想
要的生活

婉庭

我是

生命的斗士

通过手术，一条腹膜透
析软管插入腹腔中

第1步

透析液将经由软管导
入腹腔。

透析液袋通过软管与腹腔相连

腹腔流进
透析液

腹腔膜

腹膜透析软管

第2步

透析进行中。体内的废物、
多余的液体和代谢物会透过

腹腔膜流进透析液中。

第3步

把肮脏的透析液排出体
外，再输入干净的透析
液进行连续不间断的洗
肾治疗

第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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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Jonathan，

肾结石是由矿物质所结晶并沉积在肾脏里而造成
的。体积小的结石通常可以随尿液排出体外，但
若结石过大，就可能会堵住输尿管，造成尿液受
阻，引起疼痛。未予治疗的肾结石的确有可能会
提高肾衰竭的风险，因为尿液受阻最终会导致肾
脏功能受损。但请不要过于担心。与肾衰竭的2大
主因 — 糖尿病和高血压相比，肾结石引起的肾衰
竭所占的比例很小。
除此之外，由于肾结石会导致疼痛，所以多数情
况下病人会及时察觉就医，而不是坐等它发展为
肾衰竭。而且，肾结石通常只会对一颗肾脏产生
影响，而肾衰竭是指病人的2颗肾脏都无法正常运
作。
诚然，有些肾结石属于无疼痛、无症状的结石。
患有这些“沉默”肾结石的病人往往数月甚至数
年后才察觉，偶尔也会导致肾衰竭。肾结石的治
疗方法还得视是哪种结石而定，分析肾结石的化
学成分对决定疗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每10人当中就有1人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患有肾
结石。所谓防患未然，要预防它的形成，就要多
喝水（每天2到3公升水为佳）、少吃富含草酸盐
的食物（如菠菜、巧克力、坚果、茶、大豆产品
和莓果）并多摄取钙质。

我的下半背部时常感觉疼痛。请问这是肾
衰竭的征兆吗？

亲爱的Pravin，

绝大多数的肾病不会产生背痛的征兆。当肾脏
受到感染，或是因尿液受阻而肿胀时，会有疼
痛感；尿结石也可能会造成强烈的疼痛。但多
数情况下，背痛是由肌肉酸痛或脊椎疾病等其
它原因引起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肾病并不代表肾衰竭。只
有当一个人的肾脏功能受损，2颗肾脏都已无
法有效排除毒素和多余液体，并导致毒素在体
内累积时，我们才能说他患上了肾衰竭。肾衰
竭的症状因人而异，但大体上需要注意的包
括：
 •	 尿量减少

	 •	 恶心、呕吐

	 •	 手脚肿胀

	 •	 眼睛周围浮肿

	 •	 搔痒

	 •	 睡眠失调

	 •	 高血压

	 •	 没有胃口

如果你察觉到以上任何症状，不妨去做个身体
检查。

Jonathan Tang

Pravin D.

30,000小时的无私付出

问与答我们的团队

君玫是2017年度的仁心奖得
主之一，该奖项见证了她为病
人无私的付出。

提到王君玫，NKF的病人和同事马上想到的，便是她脸上的笑
容和孜孜不倦工作的背影。君玫在1999年加入NKF队伍，一

转眼，18年的光景便一晃而过，君玫也跃身为资深医疗社工，为无
数的肾脏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全方面的支援，让笑容重新绽放在
他们的脸上。

坚持不懈	
病人的身体有问题，要由NKF的医生和护士来照顾。但出了洗肾中
心，谁来帮助病人面对生活和家庭上的种种难题、给予病人心理
和情感上的支持呢？答案就是NKF的医疗社工。他们永远站在前线
上，毫无保留地关怀病人，同时积极鼓励病人的家属，帮助他们共
渡难关。君玫也不例外。在岗位上近20年、投入超过30,000个小
时，和无数充满感激的病人，一一见证着她对工作的热爱与执著。

关爱病人
在君玫心里，病人的需要就是她的需要。受她照顾的病人包括一名
带着视听障碍儿子的单亲妈妈。由于过去某些不愉快的经历，让这
位母亲对将孩子放在托儿所产生抗拒感。
可是，孩子在家若没人照看，爱子心切的
她断断无法安心地前往洗肾中心接受治
疗。君玫得知后，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寻找
解决方法。终于，在君玫的多方努力下，
这位母亲获得津贴，确保孩子能在她每周
3次的洗肾期间得到良好的居家照顾。

传递温暖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君玫不仅是
病人眼中解决难题的“救星”，还是最好
的聆听者，陪伴他们走过喜怒哀乐，一点
一滴地帮他们找回面对明天的勇气。
岁月悠悠18载，而人生能有几个18年？
君玫把最珍贵的18年光阴毫不吝啬地献给
了NKF和她的病人们。她，和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NKF医疗社工，
于默默无闻中践行着伟大的使命，用自己的热忱和善心，在病人心
中埋下希望的种子，浇灌它生根发芽，绿树成荫！

幕后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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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38岁，曾在2年前被诊断患上肾结石。
这不是我第一次患上肾结石了，在我20岁出
头时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发生了2次，我很
担心。请问屡次得肾结石是否会提高肾衰竭
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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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ttps://friends.nkfs.org/CharityCarnival2017
购买嘉年华固本

即刻上网 合作伙伴:

contact_us@nkfs.org1800-KIDNEYS (5436397)

全国肾脏基金会 I  81 Kim Keat Road, Singapore 32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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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电影于 

8月5日傍晚7点半播放

“Jump, Bounce, Boing!” 
蹦蹦床

Funtasica充气城堡

滨海堤坝
2017年8月5日和6日 
（星期六和星期天）
上午11点至晚上8点

走入时光隧道，重返70和80年代 
被遗忘的好时光！本土风味佳肴、 

怀旧游戏和适宜儿童的活动以及 
一场户外电影等着您和您的家人！ 

筹获善款将为病人提供洗肾所需 
的人工肾脏，帮助他们过滤 
体内的废物和多余的液体， 

延续他们的生命。

活动贵宾

许连碹博士
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