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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早期发现糖尿病？患上糖尿病如何治疗，如何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如何进行糖尿病的饮食防护？3 月 15 日上午 9:
30-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2623752，邀请安徽中医学院附属针灸医院内分泌科专家费爱华主治医师就有关话题与读者交
流。以下内容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未经费爱华本人审阅。
黄剑 记者 王松青 徐涛/文 倪路/摄

糖尿病可进行中医防治
本期指导专家 费爱华

下周话题

专家简介
主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1997 年毕业于安徽中医
学院，从事骨科及皮肤科，2003 年攻读硕士学位，并于 2006 年毕业进入安徽中医学院
附属针灸医院，于 2008 年聘为主治医师。

首席专家解答
糖尿病防治
糖尿病的危害众所周知，安徽省

独家秘籍

中医院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

擅长运用针灸、中西药治疗各种老年病：包括糖尿病，出血性和缺血性脑血管疾

种糖尿病研究首席专家方朝晖教授提

病、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老年性心脏病及心功能不全的治疗。并对糖尿病、

醒，糖尿病一定要遵循早预防、早干

冠心病等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有一定研究。

预、早防变的“三早”防治原则，采用中

安徽中医学院附属针灸医院 合肥市寿春路 300 号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六上午

医辨证方法，对患者进行整体、双向调
节，具有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的作
用，降低糖尿病前期转变为糖尿病的

糖尿病需要确诊

有降糖、降脂的作用，市场上有用荞麦制成

肿、便秘、腹泻等，服用中药后能迅速减轻

转化率，预防和延缓糖尿病各慢性并

的挂面、方便面、快餐面及多种主副食品。

或消失，与西药降糖药或胰岛素合用，可明

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药物治疗的同时，
食用莜麦面（即燕麦）比食

显地增强其降糖作用，并减少其用量及副

哪些症状是糖尿病的前兆？中

用同等量的标准粉或稻米，血糖明显下降。

作用。3、治疗手段丰富，近年来，针灸、推

医是如何个性化治疗糖尿病的？如何

查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以确诊是否糖尿

轻型糖尿病患者，在控制饮食情况下，主食

拿、按摩、外治法等在治疗 DM 病崭露头

应对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治疗上有

病。即使结果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已

搭配一定量莜麦面，
可使血糖恢复正常。此

角，对 DM 及其并发症的治疗起到一定的

哪些误区？下周二(3 月 22 日）上午 9：

高出正常水平，就应该早期预防。

外，各种豆类对糖尿病也很有益处，但糖尿

治疗作用。4、对慢性并发症有显著的疗

30～10：30，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 －

病肾病患者除外。蔬菜瓜果中以苦瓜、南

效，如 DM 肾病、DM 周围神经病变、DM 眼

2623752 将邀请省中医院国家中医临

瓜、葫芦、山药最佳；冬瓜、胡萝卜、番茄、黄

底病变等，中医均能有效的治疗和遏止 DM

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糖尿病研究首席

瓜、
芹菜、
白菜、
茄子、
茭白、
洋姜、
蘑菇、
海带

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专家方朝晖教授与读者交流。方朝晖

读者：我体检时空腹血糖是 6.6mmol/
l,需要做其他检查吗？
费爱华：需要再做口服 OGTT 试验，检

如何早期发现糖尿病
读者：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自己是否患
有糖尿病呢?
费爱华：首先，看自己是否属于糖尿病

等也是上选；乳肉禽鱼对糖尿病人来说，只
读者：针灸可以治疗糖尿病吗？

的高危人群。高血压、糖尿病、糖耐量减
中医治疗糖尿病有优势

低、冠心病、高血脂、肥胖、痛风等疾病都是
易患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其次。糖尿病是
有一定的遗传性。家族中有糖尿病患者，

教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针灸治疗糖尿病有效果

可佐餐。鱼、
乳、
蛋优于禽肉，
内脏不可选。

读者：中医中药能根治糖尿病吗？中
医治疗糖尿病有什么优势？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骨质疏松、内分泌
失调等。

陈小飞 记者 王松青

费爱华：针灸治疗在古代已有记载，近
代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更受重视，针灸
在治疗 DM 的并发症上均有一定的效果：1.

一周病情播报

其子女应每年检查血糖 1 次。并克服不良

费爱华：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找到根治

针灸降低血糖，改善临床症状。2.针灸调

生活习惯，控制饮食，预防肥胖。第三，凡

糖尿病的方法，中医同样如此。祖国医学

节与血糖代谢有关的物质。3.针灸通过

是有下列症状者应想到可能患有糖尿病。

博大精深，中药药性复杂，对糖尿病的治疗

改善中枢神经功能达到使机体调节血糖

①反复发作，缠绵不愈的感染。②原因不

效果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认识是：中医、

这一反馈通路更完善和敏感，从而使机体

明的腹泻。③手足麻木。④视力下降。⑤

中药对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有一定作

能对血糖有一个良性的自我调节机制。

阳痿。⑥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无力。⑦

用。但患者如果盲信自称能根治糖尿病的

一般针灸 4~6 周时，都能见到明显的降糖

早春时节，气温时高时低，上周温

天气变化无常
谨防关节炎复发

分娩 4 千克以上巨大胎儿的妇女。⑧外阴

“中医”，而终止现行的正常治疗是不可行

作用，而且临床症状能够得到一定的改

度已升至 17 度，周末的一场雨又带来

瘙痒。⑨尿液泡沫过多并有异味者。⑩肥

的。中医在改善症状，降糖及阻止或延缓

善，但还必需再坚持一段时间，约一至数

了新一轮的降温，在这种变化无常的

胖者腰围与臀围比，
男性<0.9，女性<0.85。

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方面皆有一定的疗效。

月后，才能取得较为巩固的疗效。但并不

季节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容易复发。

是任何糖尿病患者都适合针灸治疗，以下

据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

食疗可以控制血糖

平衡，整体调节，从而达到恢复胰腺功能，

几点注意：1、对于轻、中度的 2 型糖尿病

统计，上周前来骨科就诊的类风湿性

起到双向调节作用，既降糖，又可防止低血

(尤其肥胖型糖尿病)，针灸治疗效果较好，

关节炎患者明显增多，据医生介绍说，

糖；可以明显改善病人的不同症状，提高机

而 1 型和重度或消瘦型 2 型糖尿病则效果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这类容易受天

费爱华：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中医对粮

体的免疫力，调整血糖，降低血粘度，从而

差。2、合并各种急性重症并发症者应慎

气影响疾病的患者，他们的温度调节

食的表皮很重视，不仅陈仓米、浮小麦、淮

有效地预防和治疗 DM 并发症的发生发

用或禁用针灸治疗，合并皮肤感染者禁用

机制和体制都要比健康人差很多，特

小麦、麦芽、谷芽、绿豆衣等为常用药，甚至

展。2、改善症状明显是治疗的一大优势，

针灸治疗。3、针灸治疗期间，仍需控制饮

别是在早春这样忽冷忽热、时风时雨

麦麸、米糠、米泔水等皆可入药用。荞麦就

如：多饮、多食、多尿、乏力、肢体麻木、水

食，
坚持锻炼及继续药物治疗。

的季节里，病人对外界气候变化的适

具体有以下优势：1、治疗上强调阴阳
读者：我的血糖控制得不好，请问用食
疗的方法有利于控制血糖吗？

应性差，加上本身体质弱，抵抗力差，
极容易引起旧病的复发或加重病情。

我省首个“一站式”手术室启用
日前，我省首个投资逾千万筹建的“一
站式”复合手术室在安医大一附院正式启

设备之外，还设有 DSA（血管造影）等昂贵
的“可视”
装备。

因此医生提醒，患有关节炎疾病
的患者，平时应注意保暖，特别是关节
和脚的保暖。多用热水泡脚，促进关

安医大一附院院长朱启星表示，复合

节血液循环。饮食要加强营养，适量

手术室改变“单打独斗”的作战模式，实行

进补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能增强

用。该手术室配置了 DSA（数字减影血管

“之前，手术过程中病人浑身插满管

“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将带来一场“外科革

身体抵抗力的食物，少吃生冷、辛辣刺

造影）及其他影像学先进设备，在手术过程

子，从这个楼层推到另一个楼层做 DSA，这

命性变革”。目前国内设有复合手术室的

激性、油腻的食物。要加强锻炼，适当

中实现了“一切都可以当场看清”的功能，

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复合手术室开刀的

医院屈指可数，安徽省首家复合手术室投

的运动能增强身体素质，注意劳逸结

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确性。

话，手术的同时，造影就做好了，非常安

入使用，标志着我省心血管外科的发展逐

合，保持心情愉快。常备日常服用的

全。”安医大一附院血管外科主任朱化刚教

步和国际接轨。

药物，
控制体内病灶和预防感染。

据介绍，该复合手术室除了具备无影
灯、手术床、消毒设备等普通手术室所有的

授说。

（吴鹏伟 王松青）

苏洁 记者 王松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