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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诊糖尿病， 往往难以

逆转， 需要终身服药或使用胰岛
素， 还有不少患者伴随可怕的并
发症。据数据统计，糖尿病患者有
并发症的直接治疗费用是无并发
症的 2.8 倍； 除了昂贵的医疗费
用外， 慢性并发症还对患者有巨
大的危害。 有没有可能较早期地
发现糖尿病，及时治疗呢？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陈燕铭教授表示， 糖尿病患者
可以使用血糖仪自我监测血糖，
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科学监测血糖， 降低医
疗花费

陈燕铭介绍， 糖尿病治疗包括
监测、药物、教育、饮食、运动，这五
驾马车缺一不可。 而监测是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临床上有不少
糖尿病患者觉得测血糖很麻烦，又
很贵，于是就凭感觉判断血糖高低，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如果不监测血
糖，不仅容易发生低血糖，还容易由
于血糖控制不佳， 而增加并发症的
发生，反而得不偿失。 只有积极地监
测血糖，才能控制好血糖，从而减少
并发症，降低治疗花费。

要如何科学监测血糖呢？ 血

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被用来反映饮食控制、
运动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效果并指
导对治疗方案的调整。 及时发现
低血糖，提高治疗的安全性；监测
的基本形式是患者使用血糖仪自
我监测血糖。

使用血糖仪进行自我监测，
可以全天 24 小时进行，不同时间
的血糖监测有不同的意义———

空腹血糖 （一般空腹 8-10
小时）：反映人体基础状态血糖的
水平；餐前血糖，便于患者调整食
物量和餐前胰岛素量；

餐后 2h 血糖（从第一口饭算
起）： 反映人体在糖负荷后血糖的水
平；

睡前血糖： 有利于防止夜间
低血糖，如果出现低血糖时，更要
随时监测；

夜间 3 点左右血糖， 有利于
防止夜间低血糖和判断早晨空腹
高血糖产生的原因；

运动前后血糖： 是制定适合
自己运动方式和时间的依据；

正确自我监测， 实现血
糖控制

血糖监测是为了把血糖控制

到理想状态，即空腹血糖达标、餐
后血糖也达标， 而且没有发生低
血糖。陈燕铭教授提醒，当空腹血
糖正常， 但出现了夜间低血糖和
餐后高血糖， 这是临床最忌讳的
结果，应注意！

血糖监测后， 更重要的是如
何判断结果。 如果化验室得出的
血糖值是 150mg/dl，而你测得的
值在 127mg-173mg/dl 之间，说
明操作正确，血糖比较准确；但如
果血糖值＞15%，就要寻找原因，
因为一般微型血糖仪与生化结果
差别不应＞15%。

陈燕铭教授表示， 影响监测

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血糖仪
问题、试纸问题、血样采集的方法
以及病人自身因素， 可以作一一
排查。对于病人自身而言，影响血
糖的因素包括药物， 因为糖皮质
激素、生长激素、肾上腺素等可升
高血糖； 食物的种类和量也会影
响血糖；运动、能量消耗、增加对
胰岛素的敏感性；愤怒、悲伤等负
面情绪也会影响血糖；感染发热、
麻醉、手术等；妊娠时，体内激素
改变，同样会影响血糖。

因此，要重视血糖检测，保证
血糖检测的准确性， 并且综合监
测，这才是花小钱省大钱的妙招。

立冬过后气温渐降， 但是广东
的冬天来得晚，现时气候正由深秋
向初冬过度，此时养生要顺应气候
变化，兼顾秋燥和冬干，也可适当
平补增加能量储备。 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药学部中医师李欣指出，初
冬平补重在滋阴润燥。

推荐食疗方:虫草花响螺汤
材料：虫草花 20 克、核桃肉 30

克、干响螺片 20 克、母鸡半只、红
枣 5 个、生姜 3 片

制法： 虫草花稍稍冲洗即可，
其余材料清洗干净，响螺片提前泡
发，红枣去核；母鸡砍块、焯水；汤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沸，放入所有
材料， 武火煮沸后转文火煲 1-1.5
小时，食用前调味即可。

功效：补益肺肾、滋阴润燥、补
气养血。

李欣指出， 虫草花， 又名蛹虫

草、北冬虫夏草，是人工培养的蛹
虫草子实体，属于可食用真菌。《新
华本草纲要》记载其：“性味甘、平，
入肺、肾二经，有补肺肾、益精髓的作
用”。现代研究显示，虫草花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氨基酸、虫草素、甘露醇以
及多糖类等成分，对调节人体免疫功
能，提高抗病能力有一定帮助。

核桃味甘，性温，入肺、肾、大
肠经，有补肾助阳、护肺敛肺、润肠
通便之功。 搭配秋冬佳品滋阴润燥
的响螺肉以及温中益气、补精填髓
的鸡肉， 佐以补气养血的大枣，全
汤汤性平和， 带有菇菌类的香气，
实为秋冬调补的好汤饮。

专家指出， 本汤品适用于肺肾
两虚引起的眩晕耳鸣、 健忘不寐、
腰膝酸软、久咳虚喘、不耐劳累等
症，也适合秋冬季皮肤干燥，手足
不温，体质虚弱者调补服用。

种植牙用三年，和真牙一样坚固
“我一共种了 7 颗牙，是不是看起来和真的

一样。 ”朱老伯开心地露出一口整齐的牙，“种的
牙齿不仅比以前的牙整齐美观，而且还很坚固，
现在吃东西很得劲儿。 ”

朱老伯表示， 种植牙使用三年来很方便，没
什么不适。 按照医生的提示，朱老伯按部就班做
口腔清洁工作、注意牙周健康维护、定期回院复
查，“因为专家告诉我这样可以使种植牙用得更
久， 国外有个人用了 50 多年现在还好好地，我
也想用很多年！ ”

容光焕发，仿佛年轻好几岁
“种牙前，连吃棵青菜都咬不动，现在经常和

亲友叹早茶，排骨、鸡肉……吃得好开心！ ”朱老
伯激动地分享种牙后的生活， 容光焕发的他仿
佛年轻了好几岁。 以前没了牙齿只能着看别人

叹美食，现在科技进步，有了数字化舒适种植牙
技术，缺牙的人群也可以种牙，重享口福。 他希
望有相同遭遇的长者别再忍受无牙的痛苦，早
种牙早享福。

数字化舒适种牙，缺牙者可首选
作为数字化种植牙标杆机构，广州某口腔机

构从多方面优化整合口腔诊疗体系，提升国内口
腔诊疗水平。 不仅拥有数字化导板输出端口，还
引进上百位临床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和专业资
质护理团队，建立数字化舒适无痛学科，成立十
六大质控小组， 为种牙市民的诊疗安全层层把
关，为舒适种牙提供安全保障。 因此，如果缺牙
的话，可以首选数字化舒适种牙。

是 第 13
个“联合

国糖尿病日”， 今年宣
传的主题是“防控糖尿
病，保护你的家庭”。 即
以家庭和个人健康为中
心， 以健康生活方式和
定期检测为重点， 提倡
知晓个人及家庭成员血
糖水平， 呼吁全社会共
同行动， 防控糖尿病。
为了让糖友们更好地控
制血糖， 本期的策划特
别请专家们详细介绍了
血糖监测以及饮食控制
的具体方法， 细节决定
成败， 坚持获得胜利，
希望糖友们能够谨遵医
嘱，控制好血糖。

使用胰岛素笔进行皮
下胰岛素注射治疗是目前
最常用的胰岛素治疗方式，
已经被广大糖友所熟知。 而
胰岛素泵可能只被少数有
住院经历的糖友知道。 两者
有何不同？ 哪些人更适合用
胰岛素泵呢？

皮下注射胰岛素
PK 胰岛素泵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赵同峰主
任医师介绍，人工皮下注射
胰岛素和胰岛素泵治疗的
目的都是补胰岛素的不足、
纠正高血糖状态。

【人工皮下注射胰岛
素】皮下注射最精细的要数

“三短一长”，三餐前分别给
一次短效胰岛素，每天固定
时间给一次长效胰岛素。

【胰岛素泵】胰岛素泵
是个形状 、 大小如同 BP
机， 通过一条与人体相连
的软管向体内持续输注胰
岛素的装置。 由于能模拟
人体胰岛素分泌的生理模
式，胰岛素泵又被称为“人
工胰腺”。

胰岛素泵控制胰岛素
注射可以精细到每一分钟，
更好地模拟了生理性胰岛
素分泌，解决了皮下注射所
无能为力的“黎明现象”等
问题， 达到更好地控制血
糖。 甚至在新一代的胰岛素
泵， 结合了血糖监测的功
能，可以在血糖偏低时自动
暂停胰岛素注射，从而减少
低血糖的发生，被称为第一
代人工胰腺系统。 同时胰岛
素泵只需数天皮下植入一
次，扎针次数明显减少。 因
此，两种技术比较，胰岛素
泵无疑是更先进的。

每个糖友都适合
胰岛素泵吗？

那是否每个糖友都适

合胰岛素泵治疗呢？ 答案是
否定的。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内分泌科陈思永主治
医师介绍，对于胰岛功能足
够好的人，有口服降糖药的
帮助，自身胰岛基本可以实
现生理性分泌，血糖控制达
标，使用胰岛素反而可能血
糖不稳，因此两种方法都是
不合适的。

对于严重高血糖状态
如酮症酸中毒时，需要尽快
补充胰岛素，此时静脉补充
最佳，人工皮下注射和胰岛
素泵都是不妥的。

胰岛素泵主要适用于
明显高血糖患者的血糖强
化控制、血糖波动大如反复
低血糖的 1 型糖尿病患者、
常规治疗方案血糖控制不
理想的患者、不愿每日多次
皮下注射的患者。

尤其对于 1 型糖尿病
患者，由于残存胰岛功能
几乎没有，完全依赖于外
源性补充胰岛素，进食不
稳 定 和 给 药 量 不 精 细 时
极易出现血糖忽高忽低，
此 时 胰 岛 素 泵 的 精 细 给
药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帮
助稳定血糖。

监测血糖十分重要， 它是辨路之马，
是跟用药、运动、饮食具有同等地位的治
疗方法，用对了，一样可以帮助降血糖哦。
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钟淑琴专科护士
指出，因为血糖监测能及时发现低血糖和
高血糖，掌握血糖波动，指导用药和饮食，
监测低血糖发生，预防酮症酸中毒。

既然监测血糖这么重要， 糖友们就
必须重视。 接下来就看看究竟具体如何
操作了，钟淑琴专科护士说，这其中有五
个要点。

首先， 糖友们自己要准备一个血糖
仪，随时测量。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血糖监
测仪很多，比如强生、拜耳、罗氏等品牌。
钟淑琴专科护士说， 我们平时最常用的
采血部位是手指尖端。但十指连心，反复
测定血糖可能会导致十个手指“千疮百
孔”。 相信老病人对此必定深有体会。

现在随着血糖仪的发展， 采血部位
已经不再局限于指尖了。 有些品牌的血
糖仪，采血部位已经扩大到手掌、胳膊、
大腿、小腿等多个部位了。 另外，大家要
记得，采血的时候不要用力挤压，否则测
定结果可能就不够准确了。

有了测量仪器， 还要注意测量的时
间。 血糖监测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讲究：两
前一后。 一般在餐前、餐后 2 小时、睡前
或者出现低血糖症状或是进行了剧烈运
动以后进行监测。

（1）餐前：
适合： 当血糖水平很高或有低血糖

风险时。
（2）餐后两小时：
适合： 当空腹血糖已获良好控制但

仍不能治疗达标（HbA1c<7%）。
（3）睡前：
适合： 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应测睡前

血糖；若胰岛素治疗已接近达标，但空腹
血糖仍高或怀疑夜间低血糖情况下可加
测夜间，也就是凌晨的血糖。

第二，采血的量。 到医院抽静脉血来
测血糖，需要的采血量约为 2 毫升，但是
用血糖仪测的话，采血量就少很多，大概
需要 3 微升血量， 而用量最少的血糖仪
只需要 0.3 微升，又节约了 90%！

第三，采血深度的调节。 人的皮肤有
薄有厚，不尽相同。 采血笔在设计的时候
也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 设置了可以调
节不同的穿刺深度，并且用数字来表示。
数字越小，刺得就越浅；数字越大，意味
着采血针扎得深度越深。 糖友在测血糖
的时候记得根据不同采血部位的皮肤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穿刺深度。

第四，在测试前必须核对血糖仪显示
屏上的代码和试纸瓶上的代码是否一致。

第五，血糖试纸的保存。 钟淑琴专科
护士提醒， 血糖试纸开封使用后要盖紧
瓶盖，避光，没有必要放冰箱，但也不能
放在外面被太阳暴晒， 最好是放在阴暗
干燥处。 一般来说，一瓶试纸最好在开封
后 3 个月内用完。 此外记得，温度过低或
过高，也都会影响血糖仪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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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舒适无痛种牙三年 他越活越年轻！
“广东省公益科普爱牙工程” 发补贴： 数字化种植牙 1 折起机会， 种两颗， 首颗低至 1080 元！ 缺牙市民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名额有限 先报先得）

朱老伯 62 岁
牙齿症状：失去咀嚼能力、日常饮食依靠搅拌机。
种牙方案：数字化舒适种植上颌 3 颗，下颌 4 颗。

文 / 华章

朱老伯接受采访，对数字化种牙赞不绝口

术前用电脑数次模拟种植，保证植体就位精准

医 案 小茗 5 岁 遗尿频频苦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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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通讯员 沈中

德叔养生药膳房

儿儿遗遗尿尿频频脾脾气气躁躁
对对证证出出招招保保安安康康

小茗，5 岁小儿，长得不高，
脾气特别爆，经常和小朋友起冲
突，爸爸妈妈为此非常发愁。 而
且，小茗特别爱尿床，有时一夜
尿个两三次。 家长曾带着到处求
医问药，可是收效甚微，到现在
5 岁了夜里还穿着纸尿裤，于是

来找德叔看病。 一进诊室，德叔
发现小茗比同龄孩童略矮小，坐
不住，妈妈说小茗夜里睡觉还爱
出汗，有时换三四件衣服，而且
睡不安稳，老磨牙，平时大便比
较黏，嘴唇发红。 此时德叔心中
便有数了。

预防保健 日常调护，配合中药外敷

陈皮洋葱焖牛肉
材料：牛肉 450 克 ，洋葱 1/2

个 ，陈皮 5 克 ，生粉 、酱油 、精盐 、
白砂糖、食用油适量。

烹饪方法：将诸物洗净 ，洋葱
切丝备用，牛肉切片备用；牛肉、陈
皮、洋葱放入碗中 ，加酱油 、生粉 、

精盐 、白砂糖抓匀 ，腌制 10～15 分
钟；炒热锅后，放适量食用油，将腌
制后的牛肉放入锅中炒至肉熟，再
加入 150 毫升清水，盖上锅盖焖煮
至收干汤汁即可。 此为 3～4 人量。

德叔解谜 气不固致遗尿
遗尿俗称尿床， 是指小儿在熟

睡时不自主地排尿，常反复发作，迁
延难愈，可导致小孩产生自卑心理，
造成睡眠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学习
成绩下降、性格孤僻等，严重影响小
朋友的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

德叔认为，小茗频繁的遗尿，
问题就在于气不固所致， 主要是
脾肾之气薄弱 。 尤其是我们的
肾， 主管人体的封藏功能， 封藏

不好， 不能固摄， 会导致膀胱无
法约束小便而发生遗尿； 而脾是
后天之本， 主运化， 脾气不足则
吃不好睡不香， 大便烂， 还磨牙
等。 另外脾肾不足， 肝气得不到
滋养， 所以脾气也会变暴躁。 治
疗上， 以补气调脾固肾为主，经
过近两周的调治， 小茗的遗尿、
睡不好、 出汗多等问题明显改
善，连脾气都变得好些了。

小儿遗尿大多是功能性疾病，
家长无需高度紧张，给予孩子过多
的精神压力，而且要避免过度检查
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家长不
要胡乱使用偏方，需要到正规医院
就诊。 同时家长还要有耐心，做好
心理疏导，平时要多陪伴。

在调理上， 可以用艾叶水泡
脚， 还可以使用穴位贴敷疗法，以
丁香 5 克、肉桂 10 克，研细末，每

次取 3 克药粉，用温水调配，睡前
敷于神阙穴，约 0.5～1 小时，1 周
2～3 次，具有补气调脾固肾之效。
Tips：

神阙穴 ： 位
于 腹 部 中 间 , 肚
脐中正间 。 具有
培元固本 、 回阳
救脱 、 和胃理肠
的作用。

虫草花响螺汤
滋阴补虚养气血，初冬平补之佳品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月星

血糖波动大？ 试试胰岛素泵

糖尿病患者监测血糖
这个钱绝对不能省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实习生 谢佳熳 通讯员 周晋安

如何正确监测血糖？ 专科护士提炼五个要点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吴远团

文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简文杨

11月14日

盐、 酱油等调料含钠
离子很多， 这些食品营养
价值低， 食盐摄入量限制
在每天 6g 以内， 同时，还
要限制摄入含盐量的食
物，例如味精、酱油、加工
食品、调味酱等。

另外， 我们每个人每
天都要补水， 除了饮食中
有部分水 ， 每天还应喝
1500-2000ml 的 温 开 水
（6-8 杯水）。 摄入蛋白质
食物多、锻炼强度大、出汗
多等情况下， 都应适当多
喝水。

糖尿病要控制血糖，饮食
疗法是基础。 但是到了餐桌
上，不知不觉吃过量，如何把
握进食量，以及该如何把握营
养搭配？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
内分泌科主管护师刘琦特别
演示了一套手掌法则，既形象
生动，又易操作，相信如果糖
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
群，甚至健康人群，按照这个
方法来选择食物 ，控糖、控制
体重也不是什么老大难的问

题了。
伸出您的手， 来来来，我

们看看到底如何吃。
1、 碳水化合物： 一个拳

头。 刘琦说，可以根据自己拳
头大小选择一顿所需吃的主
食量（碳 水 化 合 物 需 求 量），
例如馒头、花卷、米饭等。 水
果一天需要量则相当于 1 个
拳头大
小。

怎么吃控糖、控体重？ 手掌法则告诉你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吴远团

一拳头碳水

2、蛋白质：一个掌
心。 50 克的蛋白质（鸡
蛋、牛肉 、虾 、牛扒等 ）相
当于掌心大小、 约为小
指厚的一块 。 每天吃
50-100 克的蛋白质，即
可满足我
们一天的
需求。

一巴掌蛋白

3、蔬菜 ：两手抓 ，
两只手能够抓住的菜量
（1 把 ）可相当于 500 克
的量， 每天进食 500 至
1000 克蔬菜可满足需
要。 当然这些蔬菜都是
低碳水化合物蔬菜，如
绿豆、豆芽、卷心菜等。

双手捧菜

4、 脂肪： 一个拇指
尖。 要限制脂肪（黄油、植
物油 ）的摄入 ，每天仅取
拇指的尖端
（第一节）就
足够。

5、瘦肉量：一指厚
两指宽， 切一块与食指
厚度相同，与两指（食指
和中指并拢 ）
的长度 、宽度
相 同 的 瘦 肉
相当于 50 克
的量，可满足
一天需要。

一大拇指油

两
手
指
肉

Tips：调料与水分

每位客户的种植方案由 6-10 位博硕专家多重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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