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专家徐云生擅用中医“降”糖魔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每周三上午的“院长门诊”时间，诊室外都排起了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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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聪聪

说到糖尿病，大家都不陌生，它是

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

谢性疾病。相关数据显示，糖尿病发病

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脑血

管病之后第三大慢性疾病。一旦患病，

严重的还会出现眼睛、肾脏、心血管、

神经系统的一系列并发症，病情较轻

的也要时刻约束着自己的口味，而患

者几乎都终生离不开药物。

做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徐云生

平日接诊中接触最多的就是糖尿病患

者了。他潜心研究，尤其是充分发挥传

统中医药的优势，为患者减轻痛苦，提

高生存质量，“徐医生中医治疗糖尿病

是一绝”，已经成为患者圈子里公认的

事实。

“院长门诊”成医院一景

作为一名大型三甲综合医院的院

长，徐云生有很多事务要处理，不过他

仍然坚持每周三上午坐诊，那怕只有

半天的时间。每逢他的坐诊时间，诊室

外都是排起了长队，夹杂着各种方言

的患者慕名而来。而这也成为医院的

一道风景。知晓内情的患者都知道，今

天肯定又是徐院长的专家门诊时间。

“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年69
岁的老张来自山东东营，谁能想到，看

起来身体硬朗的他实际上是一名糖尿

病肾病引发的尿毒症患者。

徐云生还记得老张第一次找到他

的情形，“那时候他病情已经很重了，

肾功能衰竭，全身出现浮肿。”徐云生

说，一般来说，从血糖升高到糖尿病肾

病，再发展为尿毒症，中间往往有十几

二十年漫长的时间，如果把握好这个

时间窗，早期发现糖尿病肾病的蛛丝

马迹，把血糖控制好，规范治疗，或许

尿毒症就不会找上门，而老张从一开

始就没有重视过糖尿病。

辨证施治，徐云生仔细斟酌用药，

耐心指导，本已失去信心的老张竟然

奇迹般逐渐康复起来。要知道，糖尿病

肾病发展为尿毒症后，即使通过血液

透析治疗，患者最多也只能存活10年
左右，而如今，老张已经挺过了十余个

年头，至今没有用到过透析！

徐云生告诉记者，在临床上，单纯

因为血糖高导致高渗昏迷和酮症酸中

毒而死亡的人不多，糖尿病的可怕之

处就在于其各种慢性并发症，比如视

网膜病变、糖尿病足、心脑血管病等

等，是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

因，而中医药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可以

防治、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治疗糖尿病他有一手绝活

走上中医药这条路，对于徐云生

似乎是命中注定。小时候自己体弱多

病，母亲喜欢带他去看中医。他清晰记

得，7副汤药治好了他的黄疸性肝炎。

也是从那时候起，小小的他就对中医

药着迷了。

高考那年，他顺理成章地报考了

山东中医学院，并立志做一名好医生。

在基层工作两年后，他继续攻读博士，

后又考取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在

他看来，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自己只是

学到了一些皮毛，所以从始至终，他一

直坚持着的习惯就是读书，各个流派

的中药典籍、各种中西医文献，他都如

饥似渴地捧读细研，吸收其中的精华，

并将其应用于临床，不断提高自己的

医术。

这些年，徐云生一直致力于研究

中医药对内分泌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

治疗。徐云生告诉记者，中医治疗糖尿

病，古已有之，《黄帝内经》、《外台秘

要》等医书中都有记载，“消渴病”是糖

尿病的古时称谓。使用中医药，可以多

方面、多途径、多靶点地降糖，保护胰

岛B细胞功能，改善胰岛素抵抗状况，

且能稳定降糖。

厚积薄发，近年来，徐云生用自己

所学已经用中药“临床治愈”300余例

Ⅱ型糖尿病初发病人，也给他在这个

圈子里带来了相当高的知名度，不少

患者慕名而来，甚至全国各地患者也

专程来找他看病。徐云生告诉记者，虽

然普遍认为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

病，但对于一些Ⅱ型糖尿病初发病人

来说，如果刚刚发现血糖偏高又没有

应用过西药，可以尝试用中医药来控

制血糖，加上平日的饮食控制和运动，

近三年里，已经有300余例患者在血糖

恢复正常后并未再升高。

“严谨地说，不应该用‘治愈’这个

词。”徐云生补充说，在临床上，他常会

遇到心急的患者，“大夫，就没有啥药

能治好糖尿病，让它永不复发吗？”对

此，徐云生有时候也会开玩笑，“电线

杆上的名医能治愈百病。”徐云生强

调，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必须坚持

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疗法、血糖

监测与糖尿病教育相结合，缺一不可。

当然，徐云生并没有固步于中医

药领域。在徐云生看来，西医最大特点

是方便快捷、见效快，中西医各有所

长，也各有不足，所以在临床中，他也

巧妙将中西医结合，为患者提供最佳

治疗方案。

他总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

徐云生说，从中医角度来看，喜、

怒、忧、思、悲、恐、惊，人的每种情绪都

对应着五脏的状态，过喜伤心、过怒伤

肝、过思伤脾、过悲伤肺、过恐伤肾、过

惊伤心胆，都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研究证实，95%以上的慢性病跟人的

心理情绪有关系。比如说，人总是处于

紧张状态，血糖、血压就会升高；女性

偏内向，容易肝郁气结，所以甲状腺疾

病多发……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不

仅要有医术，更要会“医人”。从自身角

度来看，徐云生说，首先要做到尊重患

者。为了让患者舒心，徐云生常常假设

自己就是患者，到医院后想要什么、需

求是什么。考虑到一些农村来的患者

使用新农合报销有限，他开的方子总

是努力做到“最佳最省钱”。

作为一名知名专家，徐云生现在

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他挑选学生的标

准，却与其他人有些不一样，他对学生

的第一要求是善。他这么要求学生，自

己也是这么做的。多少年来，徐云生对

待病人总是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刚刚从省中医调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时，一名八十多岁的老太

太进门就“抱怨”，“我找不到你了，急

得了不得，这下见到你，感觉病好了一

半。”“做医生必须有仁慈之心，与人为

善，用心爱护自己的患者，这样才会真

心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徐云生说，

“患者已经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交到

咱们手上了，不能有任何闪失。”

如今身为一院之长，徐云生仍心

系临床、心系自己的病人。在他的一间

不大的院长办公室门外，常常会遇到

不少慕名来求医的患者。由于平时事

务多，自己每周半天的门诊时间少了，

他正考虑是否在周末增加门诊时间。

大医公开课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远离糖尿病
唐代名医孙思邈言，“上

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

治已病”，在治疗之余，徐云

生更强调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的预防，积极进行相关的健

康知识宣教，希望使更多人

免于相关疾病的困扰。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

的，消除危险因素，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就能预防

80％的糖尿病。”徐云生告

诉记者，糖尿病可以说是生

活方式病，近年来，我国糖

尿病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

是2型糖尿病。糖尿病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

的“富贵”生活方式，人们生

活水平的改善，加上不良的

生活方式，都会导致糖尿病

患者的增多。而健康的生活

方式，包括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这4个方面。

同样，对于糖尿病患者

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药

物治疗的基础，如果患了糖

尿病，原来的生活方式不改

变，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也

不会效果太好。病情较轻或

刚患病的糖尿病人如果改

变了生活方式，也有可能不

用药物治疗即可控制。由于

糖尿病不是单一病因所致，

因此治疗要坚持饮食疗法、

运动疗法、药物疗法、血糖

监测与糖尿病教育相结合

的“五架马车”。

徐云生强调，运动和饮

食并称糖尿病治疗的两大

基石，“饮食＋运动”治疗是

糖尿病综合治疗的一项基

础措施，是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不论是哪一类型的糖尿

病，均应长期和严格遵守。

对所有糖尿病人来说，只要

改变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就

可以减轻餐后的高血糖，从

而减轻胰岛细胞的负担。反

之，一个血糖控制很好的病

人如果不再控制饮食，马上

就可以引起血糖的升高。同

样，有规律、适当的运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还可

以纠正血脂紊乱，降低血

压，增强心肺功能，防治骨

质疏松。所以，他经常告诉

患者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

候在运动，什么时候血糖就

在降低。”

大医名片 徐云生
徐云生，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山东省知名专家，山东省名中

医药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院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

管理分会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会内

分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国家中医药

临床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审题专家，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中医药学会

常务理事。

从事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工作三十余年，擅长中西医结

合治疗糖尿病及其各种慢性并发症，

甲状腺疾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脏

病，肥胖症，色斑病，痤疮，脱发，痛风，

更年期综合征，月经病，不孕症，呼吸

及消化系统疾病，肾病，湿疹，牛皮癣，

男性病等疾病。

专家门诊时间：周三上午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

家户户都会准备各种零食，

如瓜子、花生、糖果、核桃、

薯片、牛肉干、巧克力等，自

己吃或来招待亲朋好友。糖

尿病人平时对自己的嘴管

得很严，节假日的时候可能

多多少少会吃一些。

那么糖尿病人如何做

到既不提高血糖，又不影响

一日三餐，合理又适当地吃

零食呢？

1、糖分低的水果

水果既天然，又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糖友们感觉到

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当

然，要选择含糖量低的水

果，如桃子、柚子、猕猴桃、

菠萝、橙子等，西瓜、葡萄、

哈密瓜等含糖量高的水果

最好少吃。

2、油脂含量少的坚果。

许多坚果加工少，比较

天然，糖分也比较低，不过

由于油脂含量高，选择坚果

做零食时要尽量选择大杏

仁、腰果、开心果等油脂含

量在 5 0%以下的坚果，榛

子、核桃、夏威夷果等油脂

含量高的要少吃点。

3、桃仁和水果干

这种搭配能为人体提

供足够的能量。2013年11月
发表在《欧洲临床营养学期

刊》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

示：桃仁能避免餐后血糖水

平飙升，并保持饱腹感。由

于这两种食物的热量较高，

各食用两大汤匙即可，其热

量相当于20克的碳水化合

物。

4、无糖食品

一些饼干、蛋糕常常打

着“无糖”、“低糖”的标签，

但这些零食对糖友们来说

还是不宜多吃。尽管含糖量

少，但它们的盐、油含量可

不低，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老

年人尤其要慎吃。

5、吃零食注意限量

零食的种类不同，对摄

入量的要求也不一样。蔬果

类可以不用过多控制，热量

比较高的水果可以分多次

食用；而含有油脂的坚果最

好一天不要超过1两。

6、酸奶和葡萄干

在半杯原味酸奶表面

撒上一大汤匙葡萄干，这是

糖尿病患者完美的零食。希

腊学者在2014年3月的《营

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小

型研究成果显示：2型糖尿

病患者食用葡萄干之后，血

糖水平没有升高，并且血压

有所下降。

7、番茄、黄瓜等蔬菜。

常吃番茄可增强小血

管功能，预防血管老化，所

含“番茄素”能抑制细菌。黄

瓜含有的葫芦素C能提高

人体免疫功能，有抗癌作

用；黄瓜所含的丙醇二酸能

抑制糖类物质转变为脂肪，

有利于肥胖糖友减肥；黄瓜

中的葡萄糖甙、果糖等不参

与通常的糖代谢，糖友加餐

零食以黄瓜代替淀粉类食

物，对血糖几乎无影响。而

且番茄、黄瓜可以生吃，无

论家庭主妇还是办公室白

领，都可以轻松清理食用。

专家建议

糖尿病患者如何正确吃零食？

知名专家、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徐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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