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十名孕妇就有近两人血糖超标
我省成年居民糖尿病患病率达12 . 6%，高危人群应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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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11月19日讯 每年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

年的主题是“女性与糖尿病—我

们拥有健康未来的权利”。11日
上午，2017年“联合国糖尿病日”

大型宣教与咨询活动在省城南

郊宾馆举行，山东省医学会糖尿

病学分会和内分泌学分会组织

驻济各大医院的100余名内分泌

专家为市民义诊并答疑解惑。

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陈丽介绍说，根据

2008年和2012年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我国成人糖尿病发病率分

别为9 . 7%和11 . 6%。受饮食习

惯等因素的影响，我省糖尿病患

病情况更加严峻，两次调查发病

率分别为11%左右和12 . 6%。

“我们身边其实有不少属于

糖尿病前期的‘隐性糖人’。”陈

丽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处于

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已经超过了

糖尿病患病人数。他们的血糖高

于正常人，但还没达到糖尿病诊

断标准。如果不及时干预，约三

分之二可转变为糖尿病。

据介绍，数据统计显示，糖

尿病已经成为全球女性死亡的

第九大原因。IDF2015年数据显

示，全球有1 . 99亿女性患糖尿

病，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增

加到3 . 13亿。其中，育龄期女性

患有糖尿病不仅危害自身健康，

生育时还会为孩子带来潜在风

险。“每五名女性糖尿病患者中

就有两名处于育龄期，在全面二

孩时代，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处

于上升趋势，妊娠期高糖血症发

生率为17 . 5%左右。同时，数据显

示每7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受妊

娠糖尿病的影响，在分娩后的5-10
年内，大约有一半的女性会继续

发展成为2型糖尿病。”陈丽说。

陈丽指出，要预防和控制糖

尿病，应注意低盐低糖低脂饮

食，经常运动，保持正常的体重。

一旦确诊为糖尿病，要根据病情

进行个性化治疗，包括口服药物

和注射胰岛素。

“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有

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一定要去做

血糖筛查，早发现早控制早治

疗。”陈丽说，糖尿病防治的关键

在于早期发现，口渴、多饮、多

尿、饥饿感增加、不明原因的体

重下降、疲劳、缺乏兴趣，视力模

糊等都是糖尿病的症状。

其中，有糖调节受损史；45
岁及以上人群；超重（BMI≥24kg/
m2）、肥胖（BMI≥28 kg/m2），男性

腰围≥90厘米，女性腰围≥85厘
米；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级亲属；有

巨大儿（出生体重≥4千克）生产

史，妊娠糖尿病史；高血压（血压≥

140/90mmHg）或正在接受降压

治疗；血脂异常，或正在接受调

脂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

一过性糖皮质激素诱发糖尿病病

史者；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严重

精神病或长期使用抗抑郁症药物

治疗的患者；长时间静坐的生活

方式……这些都属于糖尿病高危

人群，应定期做相关检查。

市皮肤病防治院举行

“医联体名医进社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义诊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丁娜

生活日报11月19日讯 为深入践行十

九大精神，不断深化和推进医联体建设，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助推分级诊疗制度，11月
17日上午，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践行十九

大精神 共建医联体”暨“医联体名医进社

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义诊活动在医院

五里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

启动仪式上，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与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和济南市中医医

院进行了医联体签约。济南市卫计委党

委委员、医务工会主席、副巡视员张晶卉

指出：2017年要达到基本搭建医联体制

度框架，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

设试点。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在医联体

内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启动仪式后，市皮防院与来自市立

五院、市中医的专家为社区居民提供了

家庭医生现场签约和义诊活动，包括健

康咨询、血压测量、血糖检测、中医理疗

等特色服务。义诊区域被围得水泄不通，

专家为居民耐心进行答疑解惑，让大家

现场体验了一次家庭医生服务，赢得在

场居民的连连点赞。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生活日报11月19日讯 胃溃

疡是我国人群中常见病、多发病

之一。而且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

女性，权威统计与吸烟、生活及

饮食不规律、工作及外界压力以

及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据山

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胃

肠外科主任郭培明介绍，近年

来，胃溃疡的发病率一直在上

升，如果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发

生癌变。据权威统计，10%以上的

胃溃疡会逐步变成胃癌，如果学

会科学养生，学会预防，尽早发现

尽早治疗，将大大降低癌变几率。

10%胃溃疡会出现癌变

郭主任介绍，10%左右的胃

溃疡可以发生癌变，癌变一般发

生于溃疡的周围黏膜，这些部位

的黏膜在溃疡活动时发生糜烂，

经反复破坏和再生的刺激可发

生恶变。得了胃溃疡，千万不要

大意。

郭主任提醒市民注意，一定

提高警惕，防止胃溃疡癌变。那

么，如何辨别胃溃疡癌变？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要提高

警惕：

疼痛性质和规律发生改变：

胃溃疡的疼痛多表现为上腹部

隐痛，呈烧灼样或钝痛，且疼痛

的发作与进食有关，一般在饭后

半小时到1小时内出现，以后逐

渐减轻。如果疼痛失去了上述规

律性，变为不定时发作，或成为

持续性隐痛，或疼痛性质与以往

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则应警

惕为癌变的先兆。

用抗溃疡药物无效：虽说胃

溃疡易反复发作，但平时服用抗

溃疡药物后，症状一般能够缓

解。如果按常规服用抗溃疡药物

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变得不明

显，甚至无效，就应该怀疑是癌

变的先兆。

进行性消瘦病人：在短期内

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发热

及进行性的消瘦，体重减轻，则

癌变的可能性极大。

出现呕血和黑便：病人近期

内经常发生呕血或出现柏油样

大便，大便潜血试验结果持续呈

阳性，并且发生严重贫血，这些

现象均表明，胃溃疡可能正在恶

变为癌症。

腹部出现包块：胃溃疡患者

一般不会形成腹部包块，但是如

果发生癌变，溃疡就会变大、变

硬，晚期患者可以在左上腹部触

摸到包块。包块质地常较硬，呈

结节状，不光滑。

胃手术后5年以上，有消化

不良、消瘦、贫血和胃出血症状，

出现不明原因的上腹胀闷、不

适、乏力、消瘦等。

胃溃疡“青睐”四种人群

郭主任提醒4类人群更应该

注意胃溃疡的发生，首先，进餐

不规律的人。由于进食没有规律，

工作压力大，经常吃快餐，如果为

了工作加班加点，常常熬夜，喝咖

啡、浓茶等刺激性大的食物，胃部

很少得到正常的休息。久而久之，

就容易得胃溃疡。其次，烟酒一族

大量吸烟和喝酒的人也很容易诱

发胃溃疡，因为人在大量的吸烟喝

酒的时候，会导致胃部的胃酸分

泌过多，造成胃部的负担，使得

胃部表面发生胃溃疡。再有，长

期服药的人，长期服用阿司匹

林、皮质类固醇等药物容易导致

胃溃疡的发生。最后，幽门螺杆

菌感炎的患者可患胃溃疡。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11月19日讯 由山

东省德耀齐鲁道德示范基地建

设活动办公室、山东省孝老爱亲

文化研究中心、山东省家庭文化

研究会、济南圣贝口腔医院共同

启动的圣贝六周年庆活动进行

到现在已有十余天，种牙双重减

免优惠政策，不仅引起济南牙缺

失市民的高度关注，更受到社会

各界的纷纷称赞。截至目前，周

年庆种牙市民获得补贴超过百

人，免费捐赠牙冠200颗。

许多缺牙市民冲着六周年

庆种植牙补贴、免费牙冠和国际

飞行团专家，纷纷预约种植，虽

然这让种植牙专家们很忙，但他

们乐在其中。专家组组长王辉东

教授说：“患者能来找我们种植

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我们会

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让患者种

好牙、吃好饭。”

“国际名医看诊，美国种植

体6 . 6折优惠，种一颗牙送一颗

牙冠，这种好事肯定不能错过！”

拨打电话预约种植的市民纷纷

说道。

据悉，针对六周年感恩庆典

活动，圣贝口腔医院针对牙缺失

老人推出了系列公益援助行动：

6元种植牙全项目检查套餐，美国

种植体6 .6折，种一颗牙送一颗牙

冠，补牙镶牙6.6折，国际飞行团种

植专家崔容硕教授免费亲自会

诊，所有在圣贝种植牙的顾客，

将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种植

牙质量保险。望有种牙需求、修复

坏 牙 的 市 民 尽 快 拨 打 电 话

87878000申领补贴，时间有限。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赵梅

生活日报11月19日讯 近日，济南市

中心医院心内科紧急启动绿色通道，顺

利抢救一名从济南市中心医院西院（重

汽医院）转来的心梗病人，两个小时生死

营救，患者转危为安。今天，患者家属对

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恩之情，

感谢白衣天使们的救命之恩。

57岁的胡先生，既往健康，于11月3
日下午突发胸痛，到济南市中心医院西

院心内科就诊，下午4点收入院，进行相

关检查后，5点钟，心内科医生便将检查

结果传给了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华亭。王

主任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建议转到济

南市中心医院进行急症冠脉介入手术。

经过向院领导汇报批示，立即启动绿色

通道，派120急救车免费将患者接回济南

市中心医院进行手术。

“时间就是生命！”5点半120急救车

已经顺利接到患者，随车医生一边将患

者即时的心电图传回济南市中心医院心

内科“胸痛中心微信群”，让医生随时掌

握病情变化，一边按照医嘱为患者进行

介入手术前的服药。这样也确保了在最

短时间内做好全部术前准备。此时，心内

科主治医师户克庆以及介入导管室的医

护人员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准备开始手

术，6点钟120急救车直接开到导管室楼

下，仅用半小时，6点30分手术顺利结束，

患者转入CCU进一步治疗。

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较量中，济南市

中心医院与西院心内科的反应迅速，快速

联动，分秒必争，才确保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自10月28日济南市中心医院与重汽

医院合作以来，心内科全面了解了重汽

医院心内科的发展情况及目前住院的二

十余名患者的病情，并派专家进行查房，

定期开展心内急危重症医护培训。特别

是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处理进行

了专题培训，要求一旦发现，随时联系，

进行联动抢救。相信在两家医院的共同

努力下，会有更多的急危重症患者得到

更加及时、专业、高效的救治。

两院携手

心梗患者2小时转危为安

拨打电话87878000，美国种植体6 . 6折，免费牙冠，市民种牙火爆

补贴种牙逾百人 捐赠牙冠200颗

胃溃疡距离胃癌有多远？
据权威统计，10%以上的胃溃疡会逐步变成胃癌

郭培明，山东大学附属济

南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山东省医学会腹腔

镜-内镜外科学组委员，山东

省老年医学会胃肠外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

协会微创外科分会常委，山东

省抗癌协会胃肠肿瘤分会委

员，华东地区微创外科医师联

盟委员，济南医学会内窥镜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胃肠及腹

腔镜学科带头人。

门诊时间：周三全天

讲座时间：11月25日（周

六）上午9:30——— 11：30
地址：济南市大明湖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二楼，按察司街66号
大明湖小学西邻100米路南，大

家可以乘坐K59，101、K50、K151、
31路公交车在青龙桥站点下车后

步行200米即可到达该中心。

温馨提示：如果您找不到

具体位置，还可以拨打该活动

中 心 咨 询 电 话 8 2 9 5 2 3 7 1 、

82950371咨询工作人员。公益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专家现

场免费解疑答惑，免费义诊。

扫一扫大医生讲座读者群二

维码，加入本群，可以在群内免费

咨询专家各

类疑难杂症，

公益活动欢

迎新老朋友

广而告之，转

发朋友圈。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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