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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糖可以
“不走寻常路”
都是刚确诊的糖友，该吃
药还是该打胰岛素？如果注
射胰岛素，还能停针吗？关于
刚确诊的Ⅱ型糖友如何选择
降糖路径的事，
专家有话要说。
同是刚确诊，
一个打针一个吃药
37岁的陈先生最近体重急
剧下降，本以为是劳累过度所
致，
直到他在小区里晕倒，
被家
人紧急送医后才发现，
他患了Ⅱ
型糖尿病，
餐后血糖28毫摩尔/
升。52 岁的聂女士，则是在一
次体检中发现血糖偏高，
进一步
检查后，
确诊患了糖尿病。
“建议陈先生采取胰岛素
强化治疗，聂女士采取口服降
糖药治疗。
”
河南省洛阳市第三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田军

航说，如果说聂女士选择的是
常规降糖路径，
那么，
陈先生的
治法就属于
“不走寻常路”
。
田军航说，如果把高血糖
比作敌人的话，常规应对做法
是先“礼”后“兵”，即先通过生
活方式改变和血糖“谈判”，如
果不见效，就用“兵”——口服
降糖药（如二甲双胍）控制血
糖。要是控糖效果还不理想，
再增“兵”——加其他药物，还
不行就上“终极武器”胰岛素。
“但如果常规做法并不能战胜
敌人，
可能让身体深陷
‘战场’
，
血糖控制情况会越来越糟。
”
重
“兵”
猛击，
打退高血糖
陈先生确诊时，餐后血糖
达到了 28 毫摩尔/升，糖化血

红蛋白值超过了 10，口服降糖
药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通过胰岛素治疗，可缓
解糖毒性对胰岛细胞的伤害，
避免‘战场’扩大带来身体损
伤。”田军航说，强化治疗的时
间多在 3 个月内，一旦高血糖
得到控制，糖友完全可以在医
嘱下停用胰岛素，改用口服降
糖药，甚至部分糖友仅需通过
饮食、
运动控制就能控糖。
按照《中国Ⅱ型糖尿病防
治指南（2017 年版）》建议，只
要糖友糖化血红蛋白≥9.0%
或空腹血糖≥11.1 毫摩尔/升，
即可采用这种方案。如果糖
友口服降糖药 3 个月后，糖化
血红蛋白仍高于 7%，也可采
用胰岛素强化方案。田军航

有些咳嗽祸出鼻炎

提醒，
刚确诊的糖友，
尤其是年
龄偏大且有慢性基础疾病的
老年糖友，一定要遵医嘱选择
适合自己的方案。
预防糖尿病，
别乱用二甲双胍
田军航提醒，虽然二甲双
胍是治疗药物，但不能为了预
防糖尿病而擅自服用。
一些糖尿病前期人群，如
肥胖、
有糖尿病家族史等人群，
如需服用二甲双胍控制血糖，
应遵医嘱，
不可乱用。此外，
防
治糖尿病，除避免一些危险因
素，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外，
关
键还要尽早筛查糖尿病。一
旦确诊，
平时除了要监测血糖，
还要每 3 个月检查一次糖化血
红蛋白。
（摘编自《洛阳晚报》
）

阑尾切除后可能增加多种病风险
囤积倾向及早干预
很多老年人有囤积物品
的行为。严重的囤积症患者
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自知
力，
也不愿接受治疗。而且，
目前也缺乏有效的治法，主
要采用认知行为治疗。对明
显带有抑郁、焦虑情绪的患
者，
则进行药物治疗。
因为正常的储藏行为
与病态的囤积行为之间没
有严格的分界线，是个逐渐
发展的过程，所以家人要在
早期注意识别家中的老人
是否有囤积的倾向，及早进
行干预，帮他们管理并及时
清理家中物品，以免发展为
病理性的囤积行为问题。
在物质极丰富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简化生
活的重要性，
倡导
“断舍离”
。
断=斩断物欲，
不盲目购买不
需要的东西；舍=舍弃废物，
清理掉多余没用的东西；
离=
脱离执念，脱离对物品的迷
恋，
清楚内心真正的需求。可
利用这一生活理念对生活做减
法，
让自己不为物所累。
（上海瑞
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 金海燕）

目前，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是急性阑尾炎的首选治疗方
案。然而，
阑尾切除与否，
尚存
在巨大争议。近日，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病院院长刘
冰熔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宋明洋
硕士以“阑尾切除术对人体的
长期影响”为题，在国际期刊
《胃肠肝病学专家评论》上发表
了一篇研究综述。刘冰熔的研
究指出，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
阑尾切除术与人体肿瘤的发生
有关，
既包括结直肠癌，
还包括
食管癌、
胃癌和淋巴瘤等。
一项对75979例阑尾切除
病例和 303640 例未行阑尾切

除术的大型队列研究发现，
阑尾
缺失者的结直肠癌总发病率比
对照组高 14%，且这种风险在
阑 尾 切 除 术 后 1.5—3.5 年 更
高。刘冰熔认为，
在临床上遇到
结直肠癌风险较高（如纤维性食
物摄入少、
有家族史等）的急性
阑尾炎病例时，
应慎重选择将阑
尾切除术作为首选治疗方案。
一项对 4916 例阑尾切除
术患者和 4916 例未行阑尾切
除术患者随访 5 年的队列研究
发现，行阑尾切除术的患者发
生胆结石的风险比未行阑尾切
除术的患者高 1.79 倍，尤其是
女性患者。刘冰熔指出，对于

胆结石发病风险较高（如家族
史、
高热量饮食、
高剂量雌激素
治疗、
肥胖等）的急性阑尾炎患
者，应慎重选择将阑尾切除术
作为首选治疗方案。
在刘冰熔看来，人类任何
器官的存在都有其天然合理
性。有些器官被认为无用，那
是因为人们的认知还很肤浅。
正像人们很久以前根本不知道
淋巴系统的重要性一样。
“现在
有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认识到，
阑尾并不是没什么用的演化残
迹，
不是多余的器官，
不应受到
冷落并被随意割弃。”刘冰熔
说。
（摘编自《科技日报》
）

有严重心肺疾病不能做无痛胃镜
79 岁的郭先生因消化道
症状服药不能缓解，最近在医
院做了无痛电子胃镜检查，检
查不到 5 分钟就结束了。做无
痛胃镜，
年龄不是问题，
重点是
看受检者的心肺功能情况。
“无痛胃镜”是在操作前，
麻醉医师给受检者静脉推注少
量短效麻醉剂，让受检者迅速
进入睡眠状态，在毫无知觉中
完成胃镜检查，
患者舒适度佳，
依从性好，医生观察起来更清
楚。而麻醉状态下，受检者实
际上是处于相对缺氧的状态。

机体供氧是否充足取决于受检
者的心肺功能。因此，能否耐
受无痛胃镜，根本上取决于受
检者的心肺功能，
而非年龄。
在无痛胃镜检查前，所有
受检者需常规行心电图检查大
致了解心脏情况，心电图正常
且无呼吸受限的受检者，一般
均可行无痛胃镜检查。有的受
检者需要酌情完善心肌酶谱、
肌钙蛋白、
肺功能等检查。
无痛胃镜检查也存在禁忌，
主要为严重的心肺疾病：
1.未得
到适当控制的可能威胁生命的

循环与呼吸系统病；
2.未控制的
严重高血压、
严重心律失常；
3.
不稳定心绞痛；4.急性呼吸道
感染、
哮喘发作期等；
5.严重的
肝功能障碍、急性上消化道出
血伴休克、
严重贫血、
胃肠道梗
阻伴有胃内容物潴留。
如果老年受检者不清楚自
己能不能做无痛胃镜，也不用
太过担心。麻醉医师在术前会
对您的情况进行评估。受检者
不要为了行无痛胃镜检查而刻
意隐瞒病史。
（武汉市中心医院消
化内科主治医师 黄平晓）

50 岁的曾女士咳嗽了
两年多，做过很多治疗，从
没好利索过，老感觉咽部
发痒、有异物感，像是“糨
糊 黏 着 喉 咙 ”，频 繁 要 清
喉。经鼻窦 CT 检查，又结
合曾女士慢性咳嗽的病
史，医生诊断是鼻窦炎并
发鼻后滴漏综合征。
上气道和下气道就像
是楼上楼下的关系，
“天花
板”渗水，往往是因为楼上
的
“防水”
没做好。上气道部
位有炎症，
如鼻炎、
鼻窦炎、
咽炎等，
老有一些分泌物刺
激嗓子，就会导致咳嗽，这
被称为上气道咳嗽综合
征。经常是把“楼上”的鼻
炎 、鼻 窦 炎 、咽 炎 等 治 好
了，
咳嗽也就不药而愈了。
这种咳嗽以白天咳嗽为
主，入睡后较少咳嗽。咳
嗽者有鼻炎、鼻窦炎、鼻息
肉或慢性咽喉炎等病史，
检查发现咽后壁有黏液附
着、鹅卵石样外观，应尽快
就诊耳鼻咽喉科。
（武汉市
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一病区医生 谢利霞）

无法平卧留神心脏
76 岁的章先生十余年
前罹患尿毒症，需长期透
析，基本能正常生活。最
近一两年，老人发现自己
夜间无法平卧入睡，
走几步
就胸闷、
喘气。起初以为是
透析不够导致的，
最近他在
武汉市第一医院心内科查
出严重冠心病，
并接受了支
架手术。术后当晚，
他终于
躺平睡了个好觉。
武汉市第一医院胸痛
中心贺立群主任介绍，像
章先生这样慢性肾功能不
全合并冠心病的，发病率
极高。患者往往一心关注
肾脏而忽略了心脏的症
状，没有向心血管科医生
寻求帮助。夜间平卧时回
心血量增加，加重心脏负
荷，耗氧量增加，因此严重
冠心病的患者会出现夜间
无法平卧。冠心病除了无
法平卧入睡外，
常见的症状
还有胸闷、胸痛、心慌、喘
气、
背部放射痛、
牙痛、
左肩
部放射痛甚至腹痛，
必须警
惕。
（摘编自《武汉晚报》
）

关于尿路结石的说法，
有真有假
经历过尿路结石的人，
都会感受到
这是
“多么痛的领悟”
。针对尿路结石
的真真假假，
以下我为大家揭开真相。
憋尿会引发尿路结石？真 避免
憋尿是防止尿路感染、尿路结石发生
的方法之一。尿路结石更偏爱男性，
男
女比例1.5—2.1∶1。
气温越高，结石发病越高？真
春夏季节，气温升高，出汗多，尿液排
得少，如不注意饮水，易引起尿液浓
缩，
形成结晶，
久之形成结石。
尿路结石都会腰疼？假 尿路结
石最典型的症状是腰痛和血尿，可伴
有恶心、呕吐、腹胀、尿频、尿急、尿痛

等症状。肾结石下移至输尿管里，会
引起剧烈腰痛，如不及时处理，会导
致肾积水，久之甚至可导致尿毒症。
如果肾脏结石没有掉到输尿管内，
可无
明显症状，
故定期体检非常重要。绝大
部分患者的尿路结石可微创治疗。
草酸钙结石患者要限制吃菠菜？
真 国人以偏素饮食为主，
摄入草酸较
多，
而摄入的钙较少。高草酸低钙饮食
导致肠道中的游离草酸增多，
肠道吸收
草酸明显增加，
引起高草酸尿，
最终诱
发结石。建议草酸钙结石患者减少坚
果、
巧克力、
菠菜等的摄入。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朱伟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