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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
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
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遥 数据
显示袁 我国成人 2 型糖尿病
患病率渊2013 年冤为 10.4%袁
也就是说袁每 10 个成年人当
中就有 1 个人患糖尿病遥 众
所周知袁 肥胖和糖尿病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袁 肥胖的人
更容易得 2 型糖尿病遥 因此袁
要想控制 2 型糖尿病及其相
关并发症袁 解决肥胖问题势
在必行遥

如何界定肥胖呢钥 一般
需要测量两个指标院 腰围和
体重指数渊BMI冤遥 男性腰围≧
90 厘米袁 女性腰围≧85 厘
米袁即为腹型肥胖袁发生糖尿
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曰 另一
个则是通过体重指数渊BMI冤
测算袁 即用自己的体重除以
身高的平方 渊kg/m2冤 得出数
值袁BMI≧28 就属于肥胖袁这
组人群在糖尿病人当中约占
60%遥 当然袁现在衡量是否肥
胖的指标比较袁 如计算肚子
脂肪含量等遥

从肥胖到患上糖尿病有
一个过程袁 不是胖了就会立
即得糖尿病袁 但是肥胖的人
会因为体内脂肪堆积导致胰
岛素的抵抗袁 当人体内胰岛
素分泌不足时袁 血糖合成糖
元和血糖分解的作用就会减
弱袁 结果导致血糖浓度升高
超过正常值袁 继而诱发糖尿
病遥 人们的肚子就如同贮备

脂肪的库房袁 脂肪不易消耗
分解袁 库房就越来越大遥 因
此袁 我们日常看到的那些肚
子越来越大尧 腿越来越细等
不匀称肥胖者也是患糖尿病
的高危人群遥

近年来袁 糖尿病发病趋
向年轻化袁 与饮食不合理有
很大关系遥 2 型糖尿病可以简
单地理解为吃出来的糖尿
病袁10 多年前鲜有青少年患
病袁 现在青少年患者却越来
越多袁吃得多尧吃得好尧吃得
精尧少有运动是主要原因遥 所
以袁 要从饮食结构尧 生活习
惯袁 运动及心理疏导等方面
进行引导遥

目前袁 让糖尿病患者体
重达标尧 保持正常体重是医

学界和患者共同探索的一项
控制血糖的有效方式遥 糖尿
病患者每天须保持饮食有规
律袁少食多餐袁不暴饮暴食袁
才能够避免血糖波动过大曰
足量饮水袁 补充身体所需要
的水分袁 否则容易引起身体
脱水袁甚至会引起高粘血症曰
少吃糖分比较高的水果袁如
香蕉尧熟芒果袁可以吃橙子尧
草莓尧樱桃尧柚子等含糖量比
较低的水果遥

同时袁 建议大家定期关
注自己的健康指标遥 40 岁以
上的人每年至少去医院查一
次空腹血糖袁一般情况下袁正
常人的空腹血糖在 6.1 以下袁
如果高于 5.7 就要提高警惕
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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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血瘀体质养生铱
血液循环不畅通袁 瘀血内堵麻

痹疼曰面色晦暗皮肤干袁色素沉着现
瘀斑曰舌质青紫唇黯淡袁脉象细涩切
之难曰烦忧焦虑是起因袁肝气郁结血
缓行曰饮食过咸又肥甘袁阳气不足少
锻炼曰气虚阳虚易血瘀袁体弱久病难
疗愈曰肺瘀气促舌藏斑袁桃仁红花把
药煎曰心者胸闷唇青紫袁血府逐瘀添
桂枝曰胃瘀入夜痛尤甚袁失笑散合丹
参饮曰肋痛痞块是肝阻袁膈下逐瘀加
香附曰肢体证候青紫肿袁红花当归与
川芎曰头脑眩晕又健忘袁常用通窍活
血汤曰芝麻桃仁大米粥袁补肝益肾又
通瘀曰赤芍银耳麦冬饮袁润燥泻火好
滋阴曰当归桂枝黄鳝汤袁除湿活血脉
正常曰慎吃咸肥鸡蛋黄袁冷饮梨柚性
寒凉曰自身气血平时调袁球类舞蹈保
健操曰乐观勿躁心平衡袁居处通风避
阴冷遥

揖痰湿体质养生铱
代谢减缓阴液滞袁 水谷精微成

痰湿曰腹满松软油脂积袁舌大苔白边
印齿曰口粘唇淡吐痰多袁酸痛麻倦胃
不适曰尿多便频不成形袁肥甘甜黏喜
吃食曰婴幼体胖因之一袁其二饮食多
油腻曰调养起居与饮食袁情志运动耶四
合理爷曰清淡温平食为宜袁养胃润肺

又健脾曰泽泻煮粥加枸杞袁利尿消肿
化食积曰鱼片豆腐煮桔皮袁健脾补虚
能理气曰茯苓赤芍菇鳝鱼袁清热降压
又消脂曰益气温肾去痰湿袁虾仁海马
童子鸡曰润肺清暑又养肝袁杏仁苦瓜
伴枸杞曰内脏高脂甘肥腻袁难化难解
切戒忌曰西瓜甲鱼和柿子袁性寒生痰
万不宜遥

揖湿热体质养生铱
阴湿阳热体内存袁 四肢乏力易

抽筋曰心烦急躁生痤苍袁面色油光头
发脏曰口臭苔黄舌面红袁油多长痘难
化脓曰体内湿热分重轻袁种类不同施
辩证曰湿重热轻热不扬袁头重胸闷腹
胃胀曰热重湿轻头脑昏袁肋痛口渴不
欲饮曰湿热并重身心困袁便溏粘滞甚
呕心曰此症宜食平凉物袁清热利湿淡
为主曰苦瓜菊花瘦肉汤袁解暑护肝血
压降曰莲心枸杞大米粥袁醒脾健胃又
明目曰绿豆赤豆芹冬瓜袁黄莲雪莲金
银花曰烹饪方法煮蒸泡袁少用火锅煎
炸烤曰慎吃辛热戒酒烟袁荔枝龙眼与
榴莲曰牛羊狗肉姜蒜葱袁体内湿热燥
加重遥

揖特禀体质养生铱
禀赋特殊是特禀袁 先天不足是

其因曰鼻塞过敏出皮疹袁触及刺激外

环境曰避免花粉药残留袁防患未然切
记心曰特禀体质皆虚证袁健脾补肾气
血盈曰饮食清淡固髓精袁少食热散和
辣辛曰荤素粗细要均匀袁益气养血性
温平曰枸杞萝卜骨熬饮袁润肠补肾强
骨筋曰先天不足补脾肾袁鹿茸菟丝子
茯苓曰薄荷椰子杏仁鸡袁补虚清热好
滋阴曰黄芪当归和人参袁大枣百合与
黄精曰牛狗鹅肉热燥辛袁性烈发物易
过敏曰起居避免过敏原袁被褥洗晒居
室净遥

揖平和体质养生铱
气血调和阴阳平袁体态适中体

形匀曰目光有神面润泽袁精力充沛
耐寒热曰唇舌润红便正常袁性格随
和又开朗曰因其先天基础好袁父母
养生坚持调曰野四大基石冶 能践行袁
充足睡眠有保证曰 平和体质须保
持袁顺应自然不透支曰春夏养阳秋
冬阴袁五脏调养气血盈曰饮食清淡
性温平袁谷物为主少荤腥曰营养均
衡合理配袁 少食寒热辛腻肥曰野五
圆冶母鸡煮熬炖袁补血益精又养心曰
麦枣杞芪排骨汤袁 养肝益肾功效
强曰有氧运动加无氧袁球拳操舞宜
多样曰法时养生要遵循袁规律起居
心态平曰野三里冶野三阴冶 常揉按袁勿
忘野合谷冶与野涌泉冶遥

市中医院手足显微外科

妙手治小手
不久前袁壬田镇凤岗村一位 5 岁小朋

友和同伴玩耍时袁不慎摔伤袁左手掌部疼
痛并出血不止袁先后到当地诊所及卫生院
清创包扎袁两天后仍感觉疼痛遥 在当地卫
生院建议下袁这位小朋友被急送到市中医
院就诊袁医生拟诊断野左手掌部异物存留
伴创口感染冶收治入院遥 当晚袁该院手足外
科科长杨小明和郭森林医生为患儿进行
手术探查袁 发现患儿左手掌正中神经断
裂尧手掌拇长屈肌腱及示指指深屈肌腱断
裂尧手掌掌深弓断裂尧手腕横韧带部分断
裂遥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袁成功为患儿所
断裂的部位吻合好遥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
护下袁如今患儿已痊愈出院袁其家属对手
足外科精湛的医术赞赏有加并再三感谢
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遥

该院手足外科科长杨小明说袁患儿若
不及时手术袁其左手掌就残废了遥 同时袁他
呼吁家长们对孩子创伤后袁要及时送到正
规医院医治袁以免耽误治疗遥

据了解袁 市中医院 2016 年在我市率
先成立手足显微外科袁拥有专业显微镜等
先进设备袁填补了我市多项高难度技术的
空白院如多指离断尧断掌再植尧断腕再植尧
断踝再植及复杂皮瓣等疑难手术遥 科室成
立以来袁医护人员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袁技术上严格要求遥 平均年手术
量达到 500 余台袁 手术成功率高达 98%遥
科室 24 小时接诊袁 用先进的医疗技术为
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遥

杨萍

体湿虚胖
多喝祛湿减肥茶

大家宅家多日袁缺乏运动袁不觉间心宽体胖遥 惊蛰节气
已至袁雨水将增多袁痰湿体质人群特别是肥胖者感觉春困
来袭袁出现精神困倦尧头脑昏沉尧喉咙老是有痰尧面色青白尧
手脚冰凉等症状遥 广州市中医医院杂病门诊高三德副主任
中医师介绍袁痰湿体质是一种常见的体质类型袁其发生多
以脾胃虚弱为本袁与饮食不节有关袁比如多饮多食袁会导致
脾的运化功能下降袁而使水湿内阻袁聚为痰湿袁痰湿阻留肌
肤组织之间袁就会使人渐渐变得肥胖遥 这种肥胖袁看起来大
腹便便尧肌肉松软袁属于虚胖遥

当春季潮湿天气袁虚胖遇上春困袁高三德建议经常喝
点荷叶山楂陈皮祛湿减肥茶袁强健脾胃袁运化水湿袁邪去正
安袁保持健康遥

成分院干荷叶 12 克袁山楂 15 克袁陈皮 15 克袁北芪 10
克袁枸杞 5 克等遥 做法院1.将干荷叶撕成碎片袁陈皮切成丝袁
北芪切片袁然后混合打粉遥 2.将混合粉等分袁分别装入茶包
袋遥 3.每次取 1 袋袁沸水冲泡袁焖 15 分钟后饮用袁可以反复
冲泡遥 代茶饮用袁每日 2 次遥 功效院降脂减肥袁理气宽中袁提
神醒脑袁化痰化瘀袁适用于痰湿型肥胖尧头晕尧犯困等症遥

张青梅 梁译尹

管好腰围与体重可以预防糖尿病
这些细节你做到了吗

绎 野瑞金市丁陂乡中心小学冶 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遗失瑞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瑞金
市象湖镇英才球馆营业执照副本 袁经营者刘向
东 渊362233196412012016冤袁 注 册 号
360781600212535遥 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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