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抓住一些蛛丝马迹袁才
能及早对糖尿病进行检查以及
治疗遥那么什么症状是身体向我
们发出的糖尿病信号呢?

1. 吃饱就困遥 偶尔的一次
不必担心袁 但如果经常这样袁则
可能是身体报警袁表明现在的饮
食结构有缺陷袁如饮食中精制面
粉和含糖饮料尧食物等简单碳水
化合物比重太大袁这可导致血糖
突然升高尧 胰岛素分泌增多袁使
得胰岛素受体无法正常发挥作
用袁细胞停止接收葡萄糖袁导致
过量的葡萄糖堆积在血液里遥与
此同时袁胰腺则野努力冶产生更多
的胰岛素遥 如此恶性循环袁使得
人体器官负担过重袁 得不到休
息袁出现昏昏欲睡尧体力透支等
感觉遥 长此以往袁将发生慢性胰
岛素抵抗遥 因此袁建议大家选择
更复杂一些的碳水化合物作为
主食袁如大麦尧燕麦尧藜麦尧小麦尧
糙米等全谷食物袁 各种新鲜蔬
果袁 这些食物需要更长时间才
能消化袁 使血糖平稳上升遥 此
外袁 饭后不应该立即坐在沙发
上袁而要适当活动袁如洗碗或拖
地等袁可帮助身体更快尧更有效
地处理刚刚摄入的葡萄糖袁避
免患上糖尿病遥

2. 垃圾食品上瘾遥三天不吃
爆米花尧薯片就难受袁表明你已
经上瘾了遥 当人体摄取含大量

糖尧盐和脂肪的食物时袁消化道
会分泌出内生性大麻碱袁这种物
质刺激人们的进食中枢袁就会让
人感到饥饿袁 有暴饮暴食的冲
动遥此类食物进入体内消化速度
快袁容易导致血糖紊乱袁长期食
用会增加糖尿病风险遥所以不妨
在休闲时喝杯酸奶或吃点水果
来取代这些垃圾食品遥

3. 体重超标遥 超重的定义
是体重超过理想体重的 10%~
20%袁若超过 20%以上袁那就是
肥胖了遥 多余的体重可能来自
于肌肉尧骨骼尧脂肪或者身体内
的水分遥 肥胖是产生 2 型糖尿
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大多数糖
尿病前期患者都有体重超标袁
特别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后袁
体重依然不减的人袁 更应提高
警惕遥 体内过多的脂肪将使机
体产生胰岛素抵抗袁 即胰岛素
促进葡萄糖摄取和利用的效率
下降遥 当身体产生胰岛素抵抗
时袁 人就容易患上糖尿病和代
谢综合征了遥 研究显示袁将体重
减轻 5%~7%袁便可预防或推迟
60%的糖尿病遥

4. 大腹便便遥有些人腰腹部
过胖袁细胳膊细腿大肚子袁又称
腹型肥胖尧向心型肥胖或内脏型
肥胖袁这种人脂肪主要沉积在腹
部的皮下及腹腔内脏遥男性腰围
大于 90厘米袁女性腰围大于 80

厘米袁即为腹型肥胖遥 腹型肥胖
者易发生胰岛素抵抗袁这与脂肪
细胞体积增大尧 受体相对减少尧
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有关遥大腹
便便者内脏脂肪储蓄过多袁会造
成脂肪过剩袁在饭后本应用于储
存脂肪的地方就没有了袁从而使
脂肪溢向血液袁 引起高脂血症遥
另外袁内脏肥胖还会加快动脉硬
化的进程袁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
几率袁同时增加高血压尧心脏病尧
脑卒中等危险袁这些都是糖尿病
的高危因素遥 平时注意控制饮
食尧加强锻炼和睡眠充足是保持
正常身材的关键遥

5. 血压偏高遥临床上许多高
血压病人都伴有糖尿病袁而糖尿
病也较多地伴有高血压袁两者被
称为同源性疾病遥 有研究显示袁
病史超过 6年的高血压患者袁约
有四成会患上糖尿病遥由于二者
都和血脂高尧 生活习惯不良尧缺
乏运动等有关系袁因此袁注意良
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十分关键遥平
时少吃咸菜尧 加工及腌制食品袁
通过改善饮食结构和增加运动
量尧控制体重袁把血压维持在正
常水平袁可从根本上改善和预防
糖尿病遥

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如上
情况袁 应及时向医生寻求帮助袁
尽早对糖尿病进行筛查以及治
疗遥 李亚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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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饮暴食遥见了美食就胡吃
海塞;心情低落就猛吃零食;忙于
应酬就把酒言欢遥饮食过量会扰
乱胃肠道正常的消化吸收节律袁
致使胰腺这个 野消化酶工厂冶在
短时间内分泌大量消化液袁导致
胃胀不适袁 甚至是急性胃扩张尧
急性胰腺炎袁严重者可导致胰腺
癌遥

吃饭太快遥现代人生活节奏
快袁吃饭常常狼吞虎咽遥 如果进
食过快尧食物没有煮烂尧进食黏
稠食物袁极易引起胃溃疡尧胃炎
等胃肠道疾病袁甚至还会导致胃
里野长石头冶遥日本冈山大学一项
研究发现袁 与细嚼慢咽相比袁狼
吞虎咽会导致发胖风险增加至
少 3倍遥 因此袁建议正餐吃饭时
间至少 20分钟袁 每口饭尽量嚼
烂嚼软再咽;不必纠结每口饭该
嚼多少次袁有意识地放慢速度即
可;脾胃功能差的老年人更要放
慢进餐速度袁增加咀嚼次数遥

纤维摄入不足遥 2010~201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
测结果显示院中国居民膳食纤维
摄入水平呈下降趋势袁每人每日
膳食纤维摄入量不足 11 克袁远
低于推荐量 20~25克遥膳食纤维
摄入严重不足导致大量 野三高冶
及肠道疾病患者出现遥 相反袁充
足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
动和吸水膨胀袁防止便秘袁缩短
有害物质在肠道的停留时间遥
压力和焦虑情绪遥胃肠道可

谓最大的野情绪器官冶袁胃肠道功

能受神经尧 内分泌系统协同支
配尧调节袁其拥有的神经细胞数
量仅次于中枢神经袁对心理刺激
十分敏感遥 压力过大时袁人的消
化功能会出现野情绪化冶反应袁处
于焦虑尧愤怒尧忧伤尧紧张等不良
情绪下袁会出现食欲不振尧上腹
部隐痛尧反酸尧烧心尧便秘等症
状遥 心病还需心药医袁保持良好
的心理状态袁 正确看待生活尧工
作中的挫折遥 陷入严重焦虑尧抑
郁情绪时袁 不妨求助心理医生遥
若胃肠不适等症状较重袁可在消
化科医生指导下适当服用药物遥

缺乏锻炼遥 生命在于运动袁
运动可以兴奋下丘脑外侧的饮
食中枢反射性刺激和提高消化
能力袁增加食欲遥运动过程中袁人
的腹式呼吸会加强袁一方面可改
善腹腔脏器的血液循环袁另一方
面袁 还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袁
由此调节整个消化道遥 相反袁长
期缺乏锻炼会导致食欲减退尧胃
动力不足袁易诱发胃尧结直肠炎
症和肿瘤遥 保持胃肠道健康袁要
让自己多动动袁选择感兴趣的体
育运动袁如气功尧太极拳尧步行尧
慢跑尧骑自行车等袁每周锻炼 3~
4次遥

滥用药物遥 生活中袁有些人
一有个头疼脑热就乱吃止痛药尧
消炎药袁但这些药物中很多都是
非甾体类抗炎药袁 如阿司匹林尧
吲哚美辛尧布洛芬尧萘普生等袁会
直接或间接地损伤胃黏膜袁引起
炎症和溃疡遥滥用抗生素还会杀

死肠道中的正常菌群袁使其失去
对致病菌的抑制作用袁导致肠道
菌群紊乱遥 因此袁生病时不要自
行用药袁不要擅自停药尧换药尧增
减药量袁 应及时咨询相关医生袁
遵医嘱服用药物遥

多人共餐遥中国人吃饭多是
共餐制袁好几双筷子在一道菜里
夹来夹去袁容易引起幽门螺杆菌
感染遥临床认为袁慢性胃炎尧胃十
二指肠溃疡袁乃至胃癌袁都可能
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遥 因此袁
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袁聚会用餐
时建议实行分餐制袁提倡使用公
筷袁从菜盘中拨出自己需要的分
量 ;若感觉胃部不适袁可到医院
做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查袁以防发
展成严重的胃病遥 姜泊

男人向来是强者的象征袁 但在
健康方面他们却表现的比女性更脆
弱袁这一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
示袁 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比女性短 5
年曰在美国人死亡的十大原因中袁男
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死于其中的 9种
疾病曰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数
据表明袁 男人患癌几率比女人高
60%袁在我国袁冠心病常被老百姓认
为野重男轻女冶袁因为男性的发病人
数是女性的两倍之多噎噎种种迹象
表明袁 男人在自我健康管理方面远
远没有女性积极主动袁 在家庭中常
常是健康野落后分子冶袁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小病爱扛着遥 哈里斯民意调查
是全球公认的历史最悠久尧 结果最
具权威性的市场研究公司袁 近日这
家公司对 2042名美国成年男性进
行了考察遥数据显示袁女性每年看病
的次数比男性高出 28%遥 而且袁16~
44 岁的男性有了小毛病时最爱扛
着袁不愿意去看医生遥他们给出的原
因依次是院太忙了尧觉得看医生小题
大做尧担心检查出问题尧不愿向医生
透露隐私等遥野在小的健康问题上表
现迟钝袁 很可能导致男性错过一些
能够在早期被发现和得到治疗的机
会袁 进而很多疾病发现时已是晚
期遥 冶 美国犹他大学健康系教授西
蒙斯说遥

不愿做体检遥美国佛罗里达州男性健康活动专
家布拉窑巴哈特教授指出院野男人宁可花大半天时间
和好友看球喝啤酒袁就是不愿腾出一个小时去做年
度体检遥 在临床上袁男性体检完往往把结果搁置一
边袁 相反很多女性愿意找医生做进一步咨询遥 冶为
此袁布拉窑巴哈特在美国发起了冶男性要争取自己的
健康冶活动袁旨在号召男性重视体检袁把健康放在首
位遥

缺乏自我管理意识遥野我们常说身体如车袁需要
保养袁但男人在主动性上远远不如女性遥 冶布拉窑巴
哈特指出遥 多国调查显示袁男性在饮食上更偏爱油
炸食品和动物脂肪袁抽烟酗酒问题更普遍袁有定期
运动的习惯人数也远远低于女性遥

野男性是时候为自己的健康做出行动了遥冶美国
执业医师西佐窑普拉卡提表示袁 男性不应再为健康
找借口袁他们需要对自身健康进行管理遥首先袁在心
态上袁男性应该将健康视为宝贵财富袁有病不要扛袁
及早就诊定期体检袁增加健康自律意识袁更要明白
用消耗健康来换取金钱是不可取的遥 其次袁要改正
不良习惯袁吃饭狼吞虎咽尧久坐不动尧过度劳累尧熬
夜尧喝酒应酬等都要尽量避免遥要养成少食辛辣尧戒
烟限酒尧定时用餐的习惯袁最好培养运动爱好袁保持
理想体重遥此外袁男性要向伴侣学习袁在健康知识的
获取和健康理念的影响上袁 多听取女性的健康建
议袁共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遥 安伟

糖尿病来临前，身体会这样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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