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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城糖尿病年新增4万余病例中青年人占比超68%

年轻人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
国医讲堂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医疗动态
近日，我市

第一中心医院心
血管外科成功完

成一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二尖瓣成形术。
52岁的王先生患有肾衰竭，多年血液

透析治疗。近年来诊断出二尖瓣重度关
闭不全合并心功能不全急需治疗。进入
一中心医院后，心血管外科科主任孔祥荣

组织全科医生进行病例讨论，常规的二尖瓣
成形术需要正中开胸，手术中纵劈胸骨，手
术创伤较大。王先生常年透析治疗，自身凝
血功能差，会导致术中及术后出血多，且透
析患者组织愈合能力较常人差，伤口愈合困
难，术后出现严重合并症风险也较大。为了
减少手术风险，团队讨论一致决定采用“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为王先生进行微创手术治

疗。在喻文立主任麻醉团队及彭玉娜护士
长机器人护理团队的密切配合下，孔祥荣主
任团队顺利为王先生实施了“达芬奇机器人
辅助下二尖瓣成形术”。手术完成后超声提
示瓣膜关闭良好，无反流。术中几乎无出
血。术后第二天王先生便开始下床活动，恢
复顺利。孔祥荣说，机器人辅助下心脏手术
不用切断胸骨，手术创伤小，几乎没有出血；

手术视野十倍放大，三维立体，手术精准；患
者住院时间短，康复时间快。据了解，目前
该院已成功开展了机器人辅助下微创冠脉
搭桥术、微创先心病矫治手术及微创瓣膜手
术。 汤月欣

目前，全国新冠疫情趋于平稳，各地开
始为秋季开学做准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日前就高等学校学生返校前、返校途
中和返校后的个人防护做出了指导。

返校前及时掌握学校的各项防控制度
及本地和学校所在地的疫情形势、防控规
定，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等知识和技能。注
意合理作息、均衡营养、加强锻炼，返校
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学校正式确定和通
知开学时间前，学生未经审批原则上不得
提前返校。确需返校的，应履行报批程序。

密切关注本校防疫要求和返校通知，
遵从返校安排，报告开学前连续14天的

体温以及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记录健康状况
和活动轨迹，不得隐瞒行程，将健康码、行程
卡如实上报学校，配合学校做好开学入校健
康检查。高校师生员工开学前需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境外师生员工未接到
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照我国相关
政策要求接受管理。同时准备充足的适合脸
型的口罩，包括标注YY/T0969、YY0469的
平面口罩和标注GB2626的防护口罩，前两
种用于日常防护，后一种用于应对复杂高风
险情况，并备好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
品。新生报到，应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做好
接送、报到、注册等各环节的防控措施。

返校途中，要注意路途安全。如需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除进餐时，需全程佩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
级别口罩。进站、等候、换乘时，注意保持人
际距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
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
距离。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
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
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进行擦拭清洁处
理。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
涕、腹泻、乏力、嗅(味)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
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在飞机、火车等公
共交通工具上以及机场、火车站，应主动配

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等，并
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返校后，按照学校的防疫要求进行健康
监测，养成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卫生
习惯。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需
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超过8
小时。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学生，应在学校
安排下有序进行疫苗接种。接种后需留观
30分钟，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如有不
适尽快联系学校，报告接种单位，需要时及时
就医。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同时
减少外出，不要聚集。进入秋季，注意早晚适
时增减衣物，预防着凉，科学用眼，科学运动，
营养膳食，睡眠充足，增强机体免疫力。保持
宿舍卫生清洁、定期通风，做好个人卫生、手
卫生，定期晾晒、洗涤被褥及个人衣物。保持
安全的社交距离。在教室、自习室、图书馆、
食堂、室内运动场馆时，注意与他人保持1米
以上安全社交距离。

高校学生返校 做好疫情防控
师生员工开学前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一次监测
数据显示，2019年我市医疗机构报告的糖
尿病新发病例达4万余例，男女发病性别
比为80:100，包含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和其他，该数据比2018年有所
增长。全人群糖尿病发病率总体趋势是随
着年龄增长而升高，在80岁以后出现下
降；女性由于妊娠原因，在20至35岁这一
生育年龄段中出现一个妊娠糖尿病发病高
峰。2019年各年龄段占全部糖尿病新发
病例的比例依次是，15至 44岁青年人占
28.54%、45至64岁中年人占40.28%、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占30.91%。该数据表明，糖
尿病已经成为中青年人的重要健康危害。
空腹血糖是糖尿病诊断的重要指标，我

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李春君主任医
师建议健康中青年人每年体检至少要监测空
腹血糖，普通人群空腹血糖偏高要进一步筛查
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控制不佳则需
找到原因，对症治疗，不能简单盲目加药换药。

李春君解释说，空腹血糖（GLU）是指

在隔夜空腹至少8至10小时未进任何食物
（饮水除外）后，早餐前采血所检测的血糖值，
这是糖尿病诊治最常用的检测指标，反映胰
岛β细胞功能，一般表示基础胰岛素的分泌
功能。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值为 3.9 至
6.1mmol/L；如 大 于 6.1mmol/L 而 小 于
7.0mmol/L为空腹血糖受损；如两次空腹血
糖大于等于 7.0mmol/L，则诊断为糖尿病。
测空腹血糖最好在清晨6：00至8：00，采血前
不服用降糖药、不吃早餐、不运动，可适量喝
水。如果空腹抽血时间太晚，晨起由于机体
的调节可能使监测结果偏高或偏低，很难真
实反映患者的现状或治疗效果。
“糖友们都会注意到8至10小时不进食

这个定语，而忽略了隔夜空腹。下午出门诊，
经常有患者要求测空腹血糖，理由是从早餐
后什么都没有吃。其实隔夜空腹这个定语非
常重要。晨起空腹测血糖有特殊的生理意
义。清晨5至7点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糖皮
质激素、肾上腺激素等，启动一天的生活。正
常状态下，升糖激素和降糖激素相互制约使
得肝糖释放处于平衡，维持血糖在正常范
围。糖尿病状态下，由于胰岛素抵抗和数量
的降低，不能制衡升糖激素的作用，肝脏糖异
生增加故血糖升高，从而成为糖尿病诊断的
重要指标，也是糖尿病患者药物疗效的评判
标准。”李春君说。

李春君说，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体检前

一段时间要尽量减少影响空腹血糖升高的
因素，如睡眠不佳、情绪不良、睡前加餐、晚
上运动量过大等情况，否则机体处于应激
状态分泌肾上腺、皮质醇等应激激素，都会
使空腹血糖升高。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空腹血糖偏高的影

响因素很多，需要仔细分析用药和饮食情
况。首先是晚餐后血糖高影响到空腹血糖。
比如晚餐前所使用的降糖药物剂量不足或者
晚餐进食过多导致晚餐后血糖高，睡前血糖
偏高平移到空腹血糖，这种情况只要调整晚
餐的降糖药物，控制好晚餐后血糖也就降低
了空腹血糖。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患者空
腹血糖高要特别警惕夜间可能出现了低血
糖。因为当人体出现低血糖时机体有反馈
性调节的保护机制，分泌胰高血糖素、肾上
腺素、糖皮质激素等大量的升糖激素，从而
使清晨空腹血糖反跳性升高，这种现象称为
“苏木杰反应”。这种情况需要医生来甄别，
很多时候可能要及时减少降糖药物的剂量，
如胰岛素和磺脲类促秘剂等。
其次要看晚餐饮食结构的搭配是否合

理。很多细心的糖友也会发现，当晚餐吃了
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的食物如涮羊肉，晚餐
后血糖并不高，而空腹血糖反而高了。这是
由不同食物消化吸收时间不同导致的，其中
粮食类吸收最快2至3个小时、蛋白质和脂肪
吸收较慢需要4至6个小时，糖尿病患者可能
会更慢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吃了肉类食物不
容易饿、餐后血糖不高，反而餐前和空腹血糖
高的原因。因此健康人群在体检前一天的晚
餐也要做到饮食合理搭配，尽量不要吃过多

的肉食，以免影响空腹血糖值。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空腹血糖偏高要高
度警惕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需要继续监
测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以了解近期的
血糖状况。而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高，一定
要注意各种原因的区分，切勿看到血糖高就
增加药物剂量，导致夜间出现严重的低血糖，
威胁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
人在睡眠状态下对低血糖的感知能力下

降，夜间低血糖很难被发现。当怀疑“苏木杰
反应”时，应监测凌晨2至3点的血糖，也可以
减少控制夜间血糖的药物或者胰岛素，如果
患者的空腹血糖不升反而降低，也间接反映
夜间可能有不被察觉的低血糖。“苏木杰反
应”造成的空腹血糖高，可减少睡前胰岛素用
量和口服药物的剂量，酌情在睡前加餐。
如果是睡前和夜间血糖控制良好，也无

低血糖发生，仅仅有清晨一段时间内血糖很
高的“黎明现象”，可以在睡前注射中长效胰
岛素，或者晚餐前加用长效磺脲类药物，或者
睡前增加二甲双胍等来解决；如果是因为药
物不足导致的空腹血糖高，可在医生的指导
下提高药物的剂量。
如果是晚餐食物结构的影响，建议晚餐

清淡饮食，少吃动物蛋白和油炸食品，多吃一
些粗粮和新鲜的蔬菜，不吃刺激性食物；同时
保证好睡眠，调整好情绪，睡前两小时不要剧
烈运动和用脑活动。

中医认为，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此为人人共
有之境，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过度过久的情绪会影响五脏
的气机运动，导致疾病的发生。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身科医生李欣说，五脏通于五官，用五官制怒法可以有效
舒缓情绪，达到疏通调理气机、制服怒气的目的。

一周舌搅再说话——缓心气。当觉得要发脾气，怒气
上冲，骂言将要涌出的时候，先将舌尖在口腔中做几次圆周
搅舌运动，发怒的语言就不会立即冲口而出了。中医学认
为，心开窍于舌，怒则肝气升，心火急，通过搅舌调理，可缓
和心气。

二按眼角火不冒——疏肝气。怒目相视，目睛瞪圆，青筋
怒张，两眼冒火是发怒最常见的表现。怒伤肝，肝气通于目，
若此时轻按眼角，则肝气可缓，肝火可消。做法是大拇指与食
指分别轻按大小眼角，左手按左眼，右手按右眼，连续5到10
次可疏肝导气，肝气舒缓则怒气渐消。

三拉耳朵上中下——平肾气。发怒时气血搏击，血热
上涌，面红耳赤。此时可用手上、中、下三个方向拉耳廓。
先用食指和拇指将耳上部向下压、揉，再将耳中部向耳孔方向
压、揉，最后将下耳垂向上提封住耳孔，如此反复三到五次。
因为肾开窍于耳，耳廓的按摩可以使肾气平和，耳朵是五官中
最突出、所占面积最大的一官，所以拉动耳廓消怒气的作用最
为明显。

四理鼻梁气呼出——通肺气。用手的食指和拇指顺鼻梁
两侧由上方徐徐向下滑，尽量呼出心中的怒气，反复五到十
次，以通肺气。肺开窍于鼻，这样可以使肺气开宣，怒气则如
釜底抽薪自然消除。

五捂口唇生理智——消脾气。用左手或右手手掌捂住
口，向左右横抹、抚摩，反复十次。脾气开窍于口唇，该动作有
助于益脾。在横向左右抚摩中有了一定冷静思考的时间，有
助于以理智制怒。 高雅

搅舌按眼拉耳理鼻捂口

五官调节能制服怒气

俗话说“秋蚊猛如虎”，立秋以来，
市中研附院接诊的“虫咬皮炎”患者明
显增多。该院皮肤二科聂振华主任医

师提醒市民，夏末秋初是蚊虫的活跃季节，不要忽视小小的蚊
虫叮咬，外出郊游时要扎好袖口、裤腿。室内要及时采取灭虫
措施。晾晒衣被时最好不在树下晾晒，以免昆虫留在衣被子
里。若因蚊虫叮咬患“虫咬皮炎”，皮损较轻者，可使用外用药
物；皮损严重者可内服抗组胺药物，若皮损非常严重甚至出现
乏力、头晕、头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聂振华说，“虫咬皮炎”又称丘疹性荨麻疹，是指皮肤被昆
虫叮咬后发生的局部皮肤过敏和炎症反应，往往发生于腰部
及四肢，也可出现于颈部及躯干。表现为突然发生的豌豆到
指头大小的风团性红斑，呈纺锤形，皮损的长轴多与皮肤纹路
平行；皮损顶端可有水疱、脓疱或结痂。有的患者可出现含清
凉液体的大疱，有的为出血性水疱或风团；皮损常成批发生，
数目不定，一般是10个左右，三五成群或零星散布；皮损处可
见针尖大小的咬痕；皮损往往季节性复发，也常在晚间出现或
加重，引起剧痒；经过2至3天或1至2周，皮损即消失，可遗留
暂时的色素沉着。剧烈搔抓可引起皮抓破、血痂或继发性感
染，有时引起湿疹化或苔藓样变，有的患者成年累月的不愈而
转变成痒疹。

聂振华说，“虫咬皮炎”的发生多与昆虫叮咬有关，常见的
如跳蚤、虱子、螨、蚊、臭虫、蠓虫、蜂、蜱等，除皮损外，昆虫叮
咬时注入皮肤的唾液还可能导致人体出现过敏反应，严重的
还可发生过敏性休克或发生呼吸困难、头晕等，需要立即到医
院进行治疗。“虫咬皮炎”的治疗以对症和抗过敏为主，有些虫
咬在急性期还需要特殊治疗。比如蜂蜇后立即将毒刺拔除并
挤出毒液，再用水冲洗，局部用冰块或冷湿敷。蜱叮咬皮肤时
不可强行拔除，以免撕伤皮肤及将口器折断在皮内，可用乙醚
或局麻药涂在蜱头部，等到自行松口后用镊子轻轻拉出并消
毒伤口，若口器残存需手术取出。对有休克等严重全身反应
者，要立即抢救。

陆静 雷春香

夏末秋初防“虫咬皮炎”
蜂蜇蜱虫咬需要特殊处理

季节提醒

空腹血糖高别擅自加药

就医甄别调整晚餐结构

空腹血糖检查强调隔夜查

6点至8点是最佳监测时间

睡眠情绪影响空腹血糖

糖友警惕“苏木杰反应”

不切胸骨 出血极少 康复快

一中心完成机器人二尖瓣微创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