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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饮食好习惯降低餐后血糖
食物种类的搭配及饮食习
惯与餐后血糖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糖尿病患者饮食除了要
定量，还应注意合理搭配。以
下和大家分享6条临床经验。
经验 1：在大米中加杂粮
或杂豆 在大米或面粉中加入
一半的杂粮或杂豆，能显著降
低 2 型糖尿病人的餐后血糖反
应水平。这是因为全谷有着
较高的直链淀粉含量，丰富的
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抗氧
化物质以及抗营养因子，减缓
了食物消化速率，改善了胰岛
素敏感性，从而降低餐后血糖
反应。举例：志愿者分别食用
同等分量的粳米饭（血糖指数

针灸肩周肺被刺破
长沙 35 岁的王女士体
形消瘦，近日到按摩院用针
灸治疗肩痛，不料几针下去
刺破了肺，形成严重气胸险
些丧命。长沙市中心医院心
胸外科主任袁跃西提醒，体
型消瘦的市民做针灸治疗
时，要及时告诉医生扎针时
的感觉，以防止因扎得过深
伤及内脏。因不规范针灸造
成伤害并非个例，市民做针
灸治疗时应去有资质的医疗
机构。
（通讯员 汤雪 陈范才）

GI 为 82.3，血 糖 负 荷 GL 为
15.8）、
五谷米饭（燕麦、
荞麦、
鹰
嘴豆、扁豆、大豆、秋葵）
（GI 为
38.6，GL 为 5.6）、二合米饭（五
谷 米 与 粳 米 6:4 混 合）
（GI 为
44.1，
GL 为 7.9），
观察餐后血糖
反应水平，30 分钟时三者血糖
均达到峰值，
按上述顺序排列分
别 为 8.5mmol/L、6.5mmol/L、
6.5mmol/L，60 分钟时血糖分
别为7.0、
5.5、
6.0，
90 分钟时血
糖分别为 5.8、5.0、5.0，120 分
钟时血糖分别为4.8、
5.2、
4.8。
经验 2：先吃青菜再吃主
食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来说，
在
吃碳水化合物类食物之前，先
吃一些蔬菜，能显著降低当餐

餐后及全天的血糖反应水
平。建议糖尿病患者每天要
吃够 500-750 克蔬菜，且早、
中、
晚均进食一份蔬菜。
经验 3：两餐之间吃点奶
制品、豆类制品 在餐前或进
餐过程中，吃一些富含蛋白质
的奶制品和豆制品，能降低餐
后血糖反应水平。糖尿病患
者不妨将奶制品、豆类制品安
排在二个正餐之间食用，控制
用量在奶制品 100-160ml，豆
制品则相当于大豆 25-30 克。
经 验 4：每 天 20-30 克 坚
果 坚果富含纤维素、蛋白质、
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同
食，
能显著提高饱腹感，
并降低

碳水化合物类食物所引起的
餐后血糖反应。坚果类热量
密度高，应控制用量在 20-30
克/天。
经验 5：吃主食时喝点酸
奶 在吃碳水化合物类食物
时，
佐以食醋或酸奶，
能显著降
低餐后的血糖反应水平。
经验 6：
炒菜时放 3 克肉桂
粉 在食物中加入 3 克肉桂粉，
能显著降低餐后的血糖反
应。这可能与肉桂中含有多
元酚等功能成分有关，能提高
胰岛素活性及机体对胰岛素
的敏感性，及促进葡萄糖的利
用。
（长沙市中心医院药学部副
主任药师 陈艳平）

手机
“下单”
可请护士上门护理
5 月 10 日，湖南护+居家
照护项目启动仪式在湖南省人
民医院举行。新型居家护理服
务应用是信息化、
大数据和
“云
医院”
整合的新模式，
今年 3 月
落户湖南，
全程由湖南省人民医
院提供技术支撑、
服务培训，
目前
已有 100 多名护士参加了系统
培训并具备了居家护理的能力。
用户只需通过关注“熙心
健康”
公众号，
点击
“上门护理”
进行简单注册后，即可下单发

出服务请求，后台会根据患者
所需服务位置和服务需求，智
能匹配专业技术精湛、护理经
验丰富的执业护士利用工余时
间提供上门护理服务，堪称护
理服务界的
“滴滴打车”
。
适用人群：术后恢复期、
急
重病后康复期、
心脑血管病急性
期后还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老人以
及气管切开、
鼻饲、
留置导尿管、
静脉营养、
长期卧床等的患者。
服务范围：目前只对长沙

城区范围内市民开展呼吸机维
护、
插导尿管及维护、
插胃管及
维护、
对伤口及压疮的护理等。
建议大家提前一天在手机下单，
第二天专科护士会上门服务。
收费标准：
上门费，
在手机
下单时收取，除肝胆科 T 管收
费 210 元 外 ，其 余 都 是 150
元。材料费：
依据不同的材料，
收取 50 元、80 元或 100 元不
等，材料费在操作完毕后手机
上支付。
（记者刘惠）

省中医附一
为女性义诊一个月
从5月13日开始，
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启
动为期一个月的
“关爱女性
精准防控 远离乳腺癌/宫颈
癌”
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
间，每周六上午，该院妇产
科谈珍瑜、
林洁、
刘文娥、
邹
芝香及乳腺科刘丽芳、
胡金
辉、田应翠、周亮等专家将
分别在医院体检中心为女
性免费义诊，以乳腺癌、宫
颈癌高危风险者为主。现
场体检的女性还有机会获
得著名专家尤昭玲门诊号，
每周抽1个免费名额。咨询
电 话 ：0731-89669287。
（通讯员 陈双）

心脑血管病救治
有
“高速路”
5 月 13 日，湖南省胸
痛中心、
卒中中心建设试点
启动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省
人民医院和湘雅医院分别
为湖南省胸痛中心、
湖南省
卒中中心的技术指导医
院。胸痛中心、
卒中中心的
建立将为急性胸痛和卒中
患者提供从院前到院内的
快速诊疗通道与高效价比
的医疗管理模式，
显著提高
急性心脑血管病救治成功
率。
（文/刘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