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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很重要
荆门晚报通讯员 李静 记者 周剑南
随着荆门疫情逐步向好，城市的公共
交通也已全部恢复，人员流动频繁，市疾
控中心提醒广大慢性病患者，特别是患有
高血压、 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患者，越
到这个时候越不可掉以轻心，要学会自我
管理，加强防护，切不可放松自己，以免加
重病情或病情复发。

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肺炎危害更大
据战
“疫”期间的公开报道，新冠肺炎
患者如果年龄较大或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基础疾病者， 因为免疫力低下等原因，更
易转成重症或死亡。 所以，慢性病患者无
论在疫情防控的哪个阶段， 都要加强防
控，大意不得。
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疫情防控期间
要注重生活方式管理。首先要注意营养合
理，每日主食中全谷物、杂豆类要占三分
之一左右，要餐餐有蔬菜，绿叶菜要占到
70%以上，肉类食物以鱼禽为主，肥肉少
吃，加工肉尽量不吃。保证充足的饮水量，
每天不少于 1500 至 2000ml，多次少量。
食欲较差时，应适量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等保健食品以保障营养供给， 提高免疫
力。高血压患者要特别注意减少盐分的摄
入，糖尿病患者则要注意减少含糖饮料的
摄入。其次，要进行适量有效的运动。要减
少静坐时间， 每周至少 150 分钟有氧运
动，餐后 60 分钟至 90 分钟运动为最佳。
尽量居家运动，若户外运动，要避免接触
人群。高血压患者要避免运动体位过大或
无氧运动，如出现血压明显升高或合并心
力衰竭、不稳定心绞痛、视网膜出血、严重
心律失常等症状时，则暂时不要运动。 对
糖尿病患者来说，血糖控制极差且伴有急
性并发症或严重慢性并发症时，则不应运
动。 三是注意健康生活方式。 所有慢性病
患者要戒烟限酒，保持心情愉悦。 要正确
对待疫情，重视而不紧张，要以自娱自乐
的方式，学会放松心情。

坚持治疗不停药减少去医院次数
战
“
疫”初期，由于处于防病的紧张阶
段，疾病治疗、管理和生活作息规律被打
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容易加重
病情。目前，随着各大医院恢复日常诊疗，

五种食材保护甲状腺健康
和其他器官相比，甲状腺似乎一直不
太受重视， 甲状腺帮助身体管理着代谢、
温度、心率等。 甲状腺机能低下症会导致
肥胖、虚弱、抑郁以及抵抗力差。 而甲亢又
会引起突然的减重、不规则的心率、出汗、
紧张和情绪波动。 近日，专家总结出五种
可改善甲状腺健康的食物。

酸奶

酸奶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D。 一项新研
究发现， 维生素 D 缺乏更容易导致肥胖
和甲状腺疾病。 超过 90%的桥本氏甲状
腺炎(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缺乏
维生素 D。

苹果

苹果等水果中富含的果胶具有排毒
功效， 可使血液中的汞等有毒化合物通过
尿液排出体外。不过，由于大多数果胶存在
于果皮中，所以吃苹果最好洗净后连皮吃。

三文鱼

三文鱼、金枪鱼和鲭鱼等深海肥鱼富

要求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高血压患者出现以下危急情况时：意
识灭失或模糊； 血压突然或显著升高，并
伴有剧烈头痛或恶心呕吐、 视力模糊、眼
痛或突出语言障碍和（或）肢体瘫痪等；持
续性胸背部剧烈疼痛；下肢水肿、呼吸困
难，或不能平卧；胸闷、胸痛伴大汗或窒息
感持续不能缓解； 尿中出现大量泡沬，或
出现血尿， 或在饮水量无变化的情况下，
尿量突然显著减少；其他影响生命体征的
严重情况，如意识淡薄伴血压过低或测不
出、心率过慢或过快，突发严重过敏性反
应等。 糖尿病患者出现以下危急情况时：
血糖大于或等于 16.7mmol/L 或血糖小
于 等 于 3.9mmol/L； 收 缩 压 大 于 等 于
180mmHg 和 / 或 舒 张 压 大 于 等 于
120mmHg；意识或行为改变、呼气有烂苹
果样丙酮味、心悸、出汗、食欲减退、恶心、
呕吐、腹痛、有深大呼吸、皮肤潮红；持续性
心动过速（心率超过 100 次 / 分钟）；有其
他突发的异常情况， 如视力突然骤然减
退、足部损伤或溃疡等。 遇到上述这些紧
急情况时，应立即联系拨打 120 送医进行
急救。

血糖超过 13.9，不宜运动

含欧米伽 3 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 新研
究表明，常吃三文鱼，有助减少腺体炎症，
有益甲状腺健康。

牡蛎

牡蛎是锌的重要食物来源。 人体需要
足够的锌以激活甲状腺素的产生。 健康的
甲状腺离不开充足的锌。 与此同时，人体
也需要足够的甲状腺激素以吸收锌。

鸡肉

鸡肉富含氨基酸，特别是产生甲状腺
素必不可少的酪氨酸和多巴胺。 饮食中缺
乏酪氨酸可能会导致甲减，缺少多巴胺则
会导致暴饮暴食和身体肥胖。 鸡肉还富含
维生素 B12，甲减患者同样需要补充这种
营养素。
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的健康都很重
要，利用饮食达到保护全身健康的方法简
单易行，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多关注饮食
保健方面的常识。
(
)

秦文新

胖墩关节更易
“
受伤”
我国目前有 2.6 亿超重和肥胖患者
（包括胖小孩儿、胖大人），这些胖人都有
可能成为今后骨关节炎的后备军，而一旦
到了老年， 骨关节炎几乎是不可逆的，将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有研究表明，肥胖妇
女患双膝骨关节炎的危险性比普通妇女
高 18 倍之多！
胖人易患关节炎，其原因不仅仅是肥
胖加重关节面负担，使关节结构加速磨损
和老化，从而引起变形性关节炎。 还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肥胖还会通过其他代
谢并发症间接影响关节， 如糖耐量异常、
脂质异常等。
对于胖人来说，要延长自己的关节寿
命，首要任务就是减肥。 此外，还要注意关
节的一些小变化，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很

慢性病患者治疗有了较为正常的程序。但
无论在战
“
疫”前期还是后期，慢性病患者
都要随时监测自己的血压和血糖等，按医
嘱坚持治疗不停药。 要准备足量的药物，
保证每天有充足的治疗药物服用。
由于慢性病患者的免疫力普遍低下，
疫情防控期间，慢性病患者要减少去医院
的次数，以免交叉感染。 必要时可到就近
的社区医疗机构就医、取药，获得健康咨
询和指导。就医前可电话了解就诊医院情
况和就诊流程，做好预约，尽量减少在医
院逗留时间，避免去发热门诊、急诊等科
室。就医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保
持在 1 米以上，尽量不接触医院内的物品
和设施，随时洗手。 外出就医尽量走路或
坐私家车， 乘坐公共交通或在公共场所
时， 要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
罩。 减小与公共场所公共物品的接触，接
触公共场所物品后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
从公共场所返回后、饭前便后、咳嗽手捂
之后，要用流动水洗手。 主动监测体温和
异常症状，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呼吸
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腹炎、肌肉
酸痛等症状时， 要立即告知社区医生，按

多关节炎早期症状都不明显， 也不是很
疼， 关节往往仅表现为酸酸的或轻度疼
痛，遇到天气变化或劳累以后，症状会加
重。
对于胖人来说， 一定要控制饮食，要
管住嘴，放开腿，每顿饭只要七成饱就行
了，晚上睡觉前 4 小时内除白开水以外不
能饮食。 要严格控制糖、盐、油，注意膳食
纤维，瓜果蔬菜的补充。 对于肥胖儿童来
说家长更要严格控制孩子的饮食量和零
食。 当然不能突然减肥，要循序渐进，还要
注意防止贫血。
胖人的运动原则是训练肌肉，保护关
节。 要选择对关节负重少的运动，如游泳、
骑自行车、垫上运动，这样肥也减了，还有
（
）
效地保护了关节。

廖雨芯

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春暖
花开时节，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人
们还是忍不住让闷了一冬的身体运动起
来。 此时，糖友们也跃跃欲试，想趁着鸟
语花香时节锻炼一下身体，专家指出，有
以下情况的糖友不适合运动。
第一，糖友血糖过高，超过 13.9 毫
摩尔 / 升， 或者已有糖尿病酮症或酮症
酸中毒的时候。 血糖过高意味着体内胰
岛素不足（或是胰岛素抵抗严重），此时
运动， 不仅不能使血中的葡萄糖进入细
胞中，被肌肉等组织利用，还有可能增加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已有糖尿病
酮症或酮症酸中毒的病人， 运动会加重
病情，甚至使人昏迷。
第二，低血糖的时候。 此时运动会加
重低血糖，严重时会造成低血糖昏迷，危
及生命，需要急诊治疗。
第三，血糖波动明显时。 糖友血糖控
制较差时，贸然运动也有较高风险。 1 型
糖友或患病时间很长的 2 型糖友， 体内
几乎产生不了胰岛素， 血糖容易剧烈波
动，更应注意。 这些糖友待血糖控制较为
平稳后，可尝试适量运动，但运动前务必
测量血糖，依此决定运动时间和强度，同
时随身携带糖块、饮料、血糖仪等，以备
出现低血糖后及时处理。
第四， 若存在严重糖尿病慢性并发
症，病情控制不好时也不宜运动。 例如，
已出现严重的糖尿病肾病或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的糖友， 若运动方式不对或运动
量过大，可使原有病情加重；已出现糖尿
病大血管病变者， 如冠心病、 脑血管病
变、下肢动脉狭窄、糖尿病足，运动不当
也可能加重病情。 这些糖友应先去医院
进行评估， 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运动及适
宜的种类。 糖尿病足患者可以到专业机
构评估及配置合适的鞋子， 并请医生开
出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再进行运动。 有
些病人病史较长， 已有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或植物神经病变， 对胸痛、 足部疼
痛、心慌等症状的感知被削弱，运动时风
险很高。 这类病人也需到医院进行相关
评估后再运动。
第五，有严重的应激（如外伤、手术
等）或急性感染。 此时运动会加重目前的
病情，同时使血糖更加难以控制，造成恶
性循环。
第六， 合并其他不适宜运动的疾病
时。如血压过高，收缩压超过了 180 毫米
汞柱，此时运动会加重高血压，甚至有诱
发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的糖友
本身就有心功能不全或心律失常等病，
运动只能增加心脏负担，加重病情。
总之， 糖友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和医
生建议来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注射胰
岛素的糖友如运动， 可将餐时胰岛素剂
量减少，同时选择腹部注射，避免注射在
四肢部位，以降低胰岛素吸收速度，减少
、
）
低血糖的发生。 （

据生命时报 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