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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风采
市六医院普外科副主
任医师狄建忠

小雪节气到 三类疾病当预防
! ! ! ! ##月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小雪节气。小雪节气前后，是三类疾
病的高发期。第一类是呼吸道感染
类疾病，如：哮喘、肺炎、慢性支气管
炎等；第二类是心脑血管类疾病，患
病多与气温骤降有关；第三类就是
秋季腹泻高发期。
专家强调，这三类疾病主要困

扰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孩。这
时的气温较低不稳定，还常伴寒潮

来袭，老年人和小孩要特别注意防
寒保暖，喜欢参与晨练的老年人可
以适当推迟晨练的时间，锻炼也要
适度，同时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
态。小孩早晚出门时，家长要及时添
加衣物，尽量不到人流密集的场合
活动，还要注意饮食卫生。
“最好养成早睡晚起的习惯。”

专家建议，晚上休息时，不要超过
!!时，人如果经常超过凌晨 #时还

不休息，很容易降低免疫力，对身体
造成危害。他解释，晚起，就是要比
夏季稍晚一些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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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

! ! ! !狄建忠，现任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普外科副
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医务处副
处长。擅长腹腔镜手术（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治疗胆囊结石、胆
囊息肉等疾病；腹腔镜辅助甲
状腺手术；腹腔镜手术治疗腹
壁疝和胃肠道肿瘤）；腹腔镜下
胃旁路手术、胃减容术治疗肥
胖和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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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六医院：
##月 #&日周二下

午 '($"，运动与健康的关系，白跃
宏（康复医学科主任），宜山路 )""

号门诊 '*楼报告厅。''月 !$日
周六上午 %($+开始，关爱不孕不
育 托起生命的希望，妇产科陶敏
芳教授、滕银成教授领衔，门诊 )

楼妇产科。''月 !$日周六上午 %：
$"开始，心脏疾病的中医养生、心
脏疾病康复的非药物治疗、高血压
患者自我保健、心脏疾病患者心理
压力的自我管理，宓轶群（针推伤
科主任医师）、侯晓峰（心内科高年
主治医师）、张洁（心内科主治医
师）、朱凌燕（护理部副主任护师），
活动地点：门诊 '*楼报告厅。

龙华医院：
'' 月 '% 日下午

'($"，骨质疏松的防治，周珺（副
主任医师），宛平南路 ,!*号特诊
部 %楼大会议室。

! ! ! ! ''月 &日，市六医院内分泌代
谢科组织开展了糖尿病日大型医疗
咨询活动，吸引了近三百名糖尿病
患者参加活动。

今年 ''月 '-日是第七个世界
糖尿病日，主题为“糖尿病预防与教
育”，口号为“保护我们的未来，关注
糖尿病”。糖尿病是二十一世纪健康
和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据国际糖
尿病联盟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
有 $.,'亿人患有糖尿病，此外，还
有 !.% 亿人是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到 !"$"年，预计全世界糖尿病患者
数将达到 *亿。!"",/!++%年，中华
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对我国糖尿病
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显示，!+岁以
上的成年人中，糖尿病患病率高达
&.,0，据此推算我国有 &!-+万成年

糖尿病患者。这就是说，在目前全世
界高达 $.,'亿的糖尿病患者中，中
国患者数占到了近 '亿，这也意味
着，全球每四个糖尿病患者中就有
一个是中国人，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实际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在

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为此，''
月 &日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刘芳教授为市
民开展了专题讲座，就糖尿病患者
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日常生活保健
常识等内容作了详细的叙述。会后，
来自内分泌代谢科的 '*名医护人
员在门诊门前为广大患者提供免费
医疗咨询服务及免费血糖测定，不
少市民闻讯赶来参加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图为医护人员正在为到场
群众测量血糖 陆翔 摄影报道

保护我们的未来 关注糖尿病
六院举办世界糖尿病日大型医疗公益活动

! ! ! !众所周知，膏方大都配有糖类
物质来改善口味，以助收膏，那么
对于糖尿病患者，使用膏方会不会
引起血糖升高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糖尿病患

者的膏方中是不加入糖类物质的，
如果需要矫味，可适当加入木糖
醇、阿斯巴甜等甜味剂。这些甜味
剂能够提供甜味，但不会升高血糖
水平，因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服
用。
大量临床实践证明：针对糖尿

病患者的疾病性质和体质类型，经
辨证后配方制膏，一人一方，量体
用药，可以达到增强体质、祛病延
年，有效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的目的，如糖尿病肾病、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等，临床也取得了
良好疗效。
但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波动、存

在急性并发症的情况下，不宜服用
膏方。另外，用药期间如遇感冒发
热、伤食吐泻，须暂停食用。
膏方进补的实质是中药调理，

膏方进补具有补虚纠偏，调整人体
“自稳”机能的作用。所以，在临床
医生正确指导下，冬季恰当地服用
膏方不仅可以改善临床不适症状，
同时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达到防
病治病的效果。
（作者龙华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主任医师唐红，膏方门诊时间：周

一下午在总院，隔周五下午在分

院）

糖尿病人能用膏方吗？

! !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已经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糖尿病患者都知
道，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但是一
旦出现并发症问题就严重了。

目前造成糖尿病人致死致残
的主要原因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及早预防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对改
善糖尿病病情和预后，减少糖尿病
病死率和致残率有着重要意义。
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有：

心脑血管病变、肾脏病变、神经病
变、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及
糖尿病足病变等。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及
其轻重与病人血糖升高程度和病
程密切相关，防治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受限要注重并发症危险因素和
预警指标的监测。

目前，踝耾指数（123）和足趾
血压检测等已被视为多数动脉粥
样硬化疾病高危人群的常规筛查
项目之一，其阳性预测率为 &+0，

准确率高达 &%0，故该项指数是
诊断动脉血管疾病、评估其预后的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尤其是
对糖尿病周围血管病的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纠正不良生活方式，控制

血压、血脂也是防止糖尿病慢性并
发症的重要方面。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内分
泌科自 !+#!年 -月起率先在区属
医疗机构中开展四肢多普勒血流
图技术，适用于进行糖尿病周围血
管病变（415）的检查，可检测踝
指数（123）、足趾血压及 623，能有
效早期发现、治疗糖尿病周围血管
病变。

通过测量 123即可早期发现
血管病变情况，及时进行治疗，还
有助于对病情预后进行评估，从而
为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六全天、

周日上午，门诊咨询电话：

)-*$****7%,$#

控制血糖
防治慢性并发症

! !&月 ##日，上海仁爱医院迎来
其第十二个生日。值此 #!周年院庆
之际，为方便群众看病，切实贯彻社
区道德讲堂精神，上海仁爱医院特针
对门诊患者开展十项惠民措施。从今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每周
日、周一来仁爱医院看病者，可任选
下列十项中三项进行免费检查。
十项检查、治疗如下：
（
#

）血糖检测

血糖监测也就是对于血糖值
的定期检查，实施血糖监测可以更
好的掌控患者的血糖变化，对生活
规律，活动，运动，饮食以及合理用
药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

）尿常规

尿常规在临床上是不可忽视的
一项初步检查，不少肾脏病变早期
就可以出现蛋白尿或者尿沉渣中有
形成分。一旦发现尿异常，常是肾脏
或尿路疾病的第一个指征。
（
$

）白带常规

白带常规检查是妇科常见的一
种检查，通过阴道 48值，阴道清洁
度，阴道微生物检查等 *项检查，来
判断女性是否白带异常。
（
-

）早孕检测（
89:

）

早孕测试是一种使用简便、快

速，敏感性强，准确率高的方法。
（
*

）微量元素测定

微量元素在人体中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它的缺乏和过剩与人的
健康休戚相关，通过微量元素的测
验，可以预知身体状况。
（
)

）胸透

胸透全称荧光透视，为常用 ;

线检查方法。主要看心，肝，肺有无
异常，最主要是发现有无结核。
（
,

）血清甘油三酯测定

测定甘油三酯对了解血脂代

谢、肝功能以及动脉粥样硬化引起
的疾病的诊断都有帮助。
（
%

）内窥镜检查（鼻内窥镜、喉

内窥镜任选其一）

内窥镜是一种光学仪器，由体
外经过人体自然腔道送入体内，对
体内疾病进行检查，可以直接观察
到脏器内腔病变，确定其部位、范
围，并可进行照相、活检或刷片，大
大的提高了癌的诊断准确率。
（
&

）测视力、眼底检查、眼压检查

眼睛是人类感观中最重要的器

官，所以眼睛的检查非常重要。
（
'"

）艾灸治疗（限一人一次）

借助灸火的温和热力及药物作
用，通过经络的传导，达到温通经
脉、调和气血、协调阴阳、扶正祛邪
的效果。
据了解，本次利民活动开展近一

个月以来，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赞
誉，也大大增强群众对日常生活中常
见却不受重视的检查项目的了解与
关注。上海仁爱医院院长表示，作为
一家立足于社会支持、群众关心的医
疗机构，上海仁爱医院此次利民举措
不仅是对医院成立 '!周年的庆祝，
也是对一直以来关心上海仁爱医院
发展的群众的反哺与回馈。 任艾

惠民十举措 仁爱暖人心

! !中医认为，
“风为百病之长”，秋季气候变幻莫
测，忽风忽雨，忽冷忽热。当气温骤
降之时，风寒之邪乘虚侵袭面部神
经，就容易发生“面瘫”。

面瘫主要表现为口眼歪斜，尤
其是患侧闭眼无力，即“周围性面神
经麻痹”。此病好发于 !"/*"岁的
青壮年，且男性多于女性，近年该病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面神经来自人
体脑干，这支较细的神经在到达面

部之前必须穿过几支动脉间隙以及
颞骨岩部的一条小管道，这种结构
特点决定了面神经的命运多舛。如
果面神经因受寒冷刺激或病毒感染
而引起的急性非化脓性炎症，就容
易发生“面瘫”。

一旦患了面瘫，不要着急、害
怕，应及时就医。中医药治疗该病具
有明显优势，可采用“针、灸、药、罐”
四位一体疗法，根据不同病人的自
身情况，进行有机组合，以通经脉，

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
腑功能趋于调和，标本兼治，从而达
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在治病的同时
增强患者自身抵抗力，缩短治疗时
间，病情较轻者，一次治疗即能见
效，一般一个月左右即可达到满意
疗效。
专家提醒，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蔬菜水果丰富，多吃这些东西，对增
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也是十分有
益的。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
只图凉爽，警惕风寒邪气对面部的
袭击，从而达到预防面瘫的目的。

陈广玲

秋季谨防面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