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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专家卢绍霞
发布疫期“糖友”防护秘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
军 通讯员 张绪江 王浩庆

目前，仍然处于疫情防控的
严峻时期，糖尿病人该如何生
活？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卢绍霞说：糖友们对医护人
员最好的配合和支持就是做好
自我保护，对病毒有利的反击就
是把传染的可能性扼杀在家里。
为了确保血糖长期平稳的控制
在目标范围内，杜绝病毒侵袭，
全面做好安全保护，糖友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

一.避免外出，加强防护

血糖控制良好，加强自我防
护是有效预防严重感染发生的
重中之重。目前新冠肺炎防控形
势严峻，建议减少外出，不去人
群聚集的场所，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必须外出需正确佩戴口罩；
咳嗽喷嚏时，要用纸张或手帕遮
挡；和人接触时，要保持1 . 5米以
上的距离。“接触传播”是新冠肺
炎的主要传播途径，因此洗手也
是非常重要的。外出归来、饭前
便后，一定要勤洗手，涂抹肥皂
后用流水洗手，充分揉搓指尖、
掌心、手背、指缝、手腕。洗手前
避免碰触自己的口、眼、鼻等重
要部位。

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众所周知，糖尿病的治疗是
“五驾马车”，饮食管理是糖尿病
的基础治疗手段。糖尿病患者需
要保持稳定的血糖，增强机体的
抵抗力，应该做到合理膳食，均
衡营养，在此，向糖尿病患者强
调拒绝野味活禽，尽量清淡饮
食，少食油炸食品；以低升糖指

数饮食为主，比如全麦面条、魔
芋、蔬菜，建议可适当用粗粮、杂
粮代替部分米面，避免奶茶、八
宝粥等含糖量高的食物；限制脂
肪的摄入，选择优质蛋白质如
鱼、肉、蛋、奶等；每天摄入500克
新鲜蔬菜和适量水果。餐次安排
合理，养成定时、定量的良好进
餐习惯。

三.适量运动，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运动锻炼在糖尿病生活方
式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目
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避免
接触不能外出，建议糖尿病的
患者在家中进行适宜的运动，
如原地踏步走、太极拳，瑜伽等
中低强度的运动，每天坚持运
动，每周累计150分钟，运动既
能增强体质，又能增加胰岛素
的敏感性，有助于血糖控制，还
能提高幸福感，改善糖尿病患
者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不良情
绪。要注意的是，空腹血糖大于
16 . 7毫摩尔每升，增殖性大视
网膜病变，肾病肌酐大于176 . 8
微摩尔每升，严重心脑血管疾
病，反复低血糖，合并急性感染
的不能去运动。

四.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

合理作息，不熬夜，不过
劳、保持良好的睡眠是糖尿病
患者应该做到的，这样有利于
血糖控制，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同时，针对目前疫情要端正态
度，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既要
重视又不恐慌，防控疫情除了
戴口罩，勤洗手等诸多预防措
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尤为
重要。要时刻保持冷静，不信
谣，不传谣，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及扩散恐慌。

五.坚持按医嘱规范用药

要想达到维持理想的血糖，
在合理饮食和运动基础上，药物
治疗是至关重要的。不规律用药
或暂停用药会造成血糖突然升
高，甚至引起糖尿病酮中酸中
毒，高血糖高渗综合症等需要急
诊治疗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因
此，建议糖尿病患者在疫情防控
期间，可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配药，一定要遵医嘱，按
时按量服药治疗。

六.定期检测血糖保持血糖平稳

血糖检测是糖尿病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糖尿病患者
要规律检测。居家期间，口服药治
疗的患者，建议每周检测2-4次，
空腹或餐后两小时血糖；预混胰
岛素治疗的患者，建议检测晨起
空腹和晚餐前血糖；使用基础胰
岛素治疗的患者，建议检测晨起
空腹血糖。关于血糖控制目标，中
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
版)，空腹血糖4 . 4-7mmoI/L，非
空腹血糖<10 . 0mmol/L，糖化血
红蛋白<7%。

七.提高警惕，预防急性并发症

新冠肺炎表现为发热、乏
力、干咳，少数患者有鼻塞、流
涕、腹泻、咽疼等症状。轻症患者
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重症患
者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
和低氧血症。建议糖尿病患者每
天测量体温，观察是否有相应症
状。感染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高血糖高渗综合症的常见诱因，
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乏
力、烦渴加重、烦躁，嗜睡等症
状，做好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后，
应该立即就医。

卢绍霞，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从事临床工作30年，认真钻研业务，努力掌握专业
知识，刻苦研读经典著作，并注重对国内外新知识、新理论和
新技能的学习，多年的内分泌及代谢专业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在糖尿病、痛风、甲状腺，肾上腺素垂体及骨代
谢疾病等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应用“双c疗法”、“3c疗法”，
治疗糖尿病以及妊娠期糖尿病，有独到的见解。总结其临床
经验，撰写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3部，完成科研4项，均获聊
城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工作中，尽职敬业，任劳任怨，待
病人如亲人，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接打患者电话，免费咨
询，从不嫌麻烦，受到领导和患者的好评，先后被评为聊城市
知名医学专家、聊城好医生、水城名医、聊城市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标兵，优秀共产党员。聊城市中西医结合糖尿病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
委员会委员，聊城市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聊城市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内分泌质控
委员会委员，糖尿病学组副组长，聊城市预防医学会内分泌
及代谢疾病防治分会委员。

个人简介

3月12日，嘉明开发区召开
全体帮扶干部会议，通报存在
问题，安排做好疫情防范、电
话抽查、问题整改等工作，会
后帮扶干部立即深入贫困户
家中，做好环境卫生提升、走
访日志填写等工作，努力做到
问题“清零”。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
建立问题清单，村委能解决的
交由村委解决，需要开发区解
决的上报解决，需要行业部门
解决的由各村部门统一上报
到行业部门解决。同时，建立
整改台账，倒排整改日期，扶
贫办每日在微信群里通报问

题整改情况，时时提醒各村问
题整改情况和整改进度，确保
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
整改，进一步推动了全镇脱贫
攻坚工作全面整改提升，为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
基础。

(马建富)

聊城嘉明开发区召开帮扶会议助力脱贫攻坚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党委
书记张琰在指导高佛堂寺村
发展贫困户庭院经济时，利用
春耕时节，因地制宜、多角度
引导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既
能美化庭院，改变以往“脏乱
差”的旧貌，还能发展经济、解
决生活问题。

燕芳振今年 6 0周岁，于
2016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几年镇里号召发展庭院
经济，燕芳振便从他表哥家要
了几十棵桃树苗栽到院里。他
家的桃今年就能丰收了，估计
换个一两千块钱没问题。高佛
堂寺村的贫困户周书欢把自

己的院子分成东西中三部分，
东边围成一个简易栅栏养殖
鸡鸭，西边开辟了一块小菜
园，菜和蛋类基本能够自给自
足。“像他们这样发展‘庭院经
济’，看起来不起眼，但能很大
程度上解决贫困户的实际生
活问题”。 (焦阳)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积极发展“贫困户庭院经济”

为全面精准掌握贫困户
基本情况，了解贫困群众诉
求，为决胜脱贫攻坚战打下坚
实基础。扶贫领导干部每到一
处都认真查看贫困户居住条
件，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收入及
帮扶的情况、以及“两不愁三
保障”完成情况，仔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及生产生活中
存在的困难等，认真做好记
录。同时向贫困户讲解了当前
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相
关政策，让贫困家庭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增强他们
对生活的信心，尽快摆脱贫
困。

目前，“遍访贫困户”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继续落实贫困
户遍访工作，因地制宜，有针
对性地制定脱贫措施，以有力
的行动、扎实的工作，将扶贫
遍访脚踏实地落实到每家每
户，从基层解决困难，温暖贫
困户的心。 (邢广顺)

聊城凤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遍访进行正当时

古楼街道以“扶贫先扶志
和智”为突破口，持续开展心理
服务破解脱贫难题。2020年3月
25日上午，古楼街道扶贫站联
合聊城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齐昕
老师到古楼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为辖区建档立卡的
贫困妇女儿童开展一对一心理
辅导志愿活动。贫困妇女儿童
纷纷向齐老师倾述了自己的困
难和心声，齐昕老师耐心仔细
地开导他们。齐昕鼓励贫困妇
女赵珍：“你真是太棒了，小珍，

这主要是你本人争气！我相信
你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齐老师，以前我确实没心情，
现在不一样了，总感觉心中充
满了希望！”贫困妇女儿童纷纷
表示经过齐昕老师的疏导后，
对生活更有信心了。 (李潇雯)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开展心理辅导志愿活动

202 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
年，为了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在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中的积极
作用，3月24日下午，古楼街道扶
贫站联合尚善社工志愿者们走
访到辖区贫困户家中，为他们送
上慰问金和被子、油、面等生活
用品。

每到一家，古楼街道扶贫站长
王琳与往常一样与贫困户话家常，

讲解扶贫政策，听取他们目前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对生产生活方面的
主要打算和诉求，叮嘱他们疫情当
前要注意防护，并鼓励他们坚定生
活信心，勇于克服困难，尽早过上
小康生活。

古楼街道以最坚定的决心，最
有效的举措，克服疫情带来的不良
影响，确保在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
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李潇雯)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时刻不忘贫困户，公益助力扶贫

结合目前的防控疫情工作，凤
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扶贫干部
走进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中，帮助
贫困户打扫庭院、整理房间、清理
房前屋后建筑垃圾等，并对贫困户
家中的物品进行了统一的摆放和
整理。

庭院卫生是一个家庭的门面，
为此，与贫困户一起进行一次大扫
除活动，按照“五净一规范”地要

求，帮助贫困户整治庭院，搞好庭
院卫生，切实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让贫困群众从思想上改变
旧习陋习观念，认识到保持庭院卫
生整洁的重要性。

此次活动主要是要让贫困户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脱贫要从养
成好的卫生习惯开始，只有家里整
洁了，精气神提上去了，才会更加激
发大家脱贫致富的欲望。”(邢广顺)

凤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贫困户开展整理庭院活动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贫困群众要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志
智双扶，追赶超越，树立贫困群众
脱贫攻坚信心和决心。

定期收看远程教育，深入开展
道德讲堂，通过“志智双扶”不断激
励贫困群众立志气，长精神，帮助
贫困群众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自
立自强，唤起贫困群众的斗志和决
心，使贫困群众人穷志不短，并不
断改造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

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开
展科技创业政策和农技推广服务，
向困难群众传授农业新技术，努力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整体发展
能力，提高脱贫致富技能。

基层干部要经常深入村户，
“零距离”真正走进他们内心，为贫
困户排忧解难，帮助树立“自力更
生，勤劳致富”的正确观念，立志拔
掉贫穷根。 (魏立军)

东昌府区堂邑镇扶贫先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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