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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内分泌科举办了“基层糖尿病及

并发症筛查技术评价项目”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糖尿病病

情的认知，延缓糖尿病及并发症的

发生和发展。

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微信平台，

共征集40名糖尿病患者、32名糖尿

病高危人群，开展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尿微量白蛋白、眼底、足底病变

的风险筛查，由医院专家现场评估

及指导。根据最后统计，40名糖尿

病患者中，存在高度及中度糖尿病

足风险者各8名，存在中度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风险者2名；32名糖尿

病高危人员中，筛查出6名糖尿病

前期患者。

“糖尿病是一种很隐匿的疾病，

不能跟着感觉走。”该院内分泌科主

任朴春丽说，许多人都知道糖尿病

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即多饮、

多食、多尿和体重减轻）。专家指

出，判断糖尿病不能只凭“三多一

少”，当出现乏力、口干、睡眠质量下

降时就要引起注意。如果出现“三

多一少”症状时再去检查会发现血

糖已经很高了，病情已经比较重了，

所以糖尿病如何在隐匿的前期被及

时发现显得尤为重要。建议45岁

以上人群每年都要测一次血糖，正

常人空腹血糖一般不超过7，餐后

血糖一般不超过8。

同时，朴春丽提醒广大糖尿病

患者，不仅要关注血糖，从得病的那

一天起就一定要关注并发症，每年要到医院进行1-2次

筛查。“有些并发症如果早期发现，用中药进行控制，疗效

是非常好的。一旦到了晚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

难度都会增大，而且治疗费用也会大幅增加。”朴春丽

说，预防糠尿病要远离不良生活方式，注意饮食营养搭配

合理，多吃青菜，少吃肉，同时要控制油、盐的摄入量。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防
控
糖
尿
病

本
报
记
者

张
添
怡

通
讯
员

韩
雪

本报讯（记者李文瑶）5月31日，长春市柳影中学小

学部举行爱心捐助仪式，全体师生为身患重病的二年五

班学生杨馥宁捐款8.3万余元。

2016年3月末，杨馥宁被确诊为“急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前期50余万元的各项治疗费用让这个本不富裕

的家庭背上了沉重负担。面对之后70余万元的骨髓移

植的费用缺口，全家陷入困境。深入了解情况后，柳影中

学中小学部党支部向全校师生及家长发出捐款倡议，立

即得到全体党员和全校师生的响应，积极参加到捐款活

动中。现场接到爱心捐款，杨馥宁的妈妈感激不已。校

长彭城说：“捐款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数额有限，但我们

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杨馥宁同学知道，身边有这么

多人在关心着她，希望她能在困境中迎难而上，激发出战

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为 患 病 学 生 献 爱 心
长春柳影中学小学部师生捐款8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6月1日长春市红十字会携手

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来到长春育龙特殊教育学校，与孩

子们共庆“六一”，为全校的星宝们送去了节日的问候和

价值3.7万元的饼干和玩具等礼物。活动现场，孩子们

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他们的歌曲和舞蹈赢得了观众

们的阵阵喝彩声和掌声。红十字志愿者也为孩子们带来

了精彩的节目，尤其是志愿者翟作铭扮演的滑稽小丑一

出场，小朋友们立即起身欢呼。

长春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市红会将在养老

和助幼领域强化职能发挥，拓展服务领域。也希望更多

的社会爱心人士能加入公益事业，共同关注孤独症儿童、

失能老人等弱势群体。

以 爱 之 名 点 亮 孤 星

本报讯（记者宋育欣）近日，省医院和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长春分

公司）共同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两家单位创造性的实

施跨界合作，在我省率先推出一体化服务模式——涉及

人伤案件不需伤者及车主方缴纳现金，由省医院开设绿

色通道、人保长春分公司垫付资金直接进入抢救程序；不

需住院的患者可在省医院直接进行小额快赔，避免伤者

及车主多次往返医院、保险公司，减少纠纷。

据了解，为减少就诊伤者的奔波之苦和费用垫付困

难，省医院专门在门诊大厅成立一体化处理服务中心，

该中心围绕涉及人伤的保险事故进行理赔服务，打造

医疗——鉴定——调解——保险理赔四位一体的“人伤

案件一体化处理”模式。从事故当事人受伤之初开始

介入服务，通过简化人伤案件的处理环节和理赔流程，

四位一体的处理中心构成了人伤理赔的绿色通道。

为更好保证保险公司、保户等各方利益，省医院针对

该项跨界合作专门出台了内部管理规定，在药品、植入性

高价材料、非手术性费用、床位费、手术指征、服务流程等

方面做出专门规定，保证伤者救治质量及保险资金的合

理使用。

省医院首推“保险绿色服务”

5月26日，长春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带来了孩子们

喜爱的玩具、爱吃的零食、常用的药品，更带

来了满满的爱心，深深的关爱。

下午2点，长春市卫计委和民政局组织

宽城区卫生计生局、吉林大学护理学院、吉林

大学第二医院儿科、长春市疾控中心、长春市

儿童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长春市

口腔医院、长春市心理医院、兰家镇卫生院等

组成的“爱心团队”，共同来到了长春市儿童

福利院，进行“健康关爱活动”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8家医院同长春市儿童

福利院签订了健康服务协议，并根据所在医

院的特点，分别介绍了参与此次关爱活动的

具体计划和将来的服务方向。

长春市心理医院院长桑红说：“无论是福

利院的孩子还是老师，都需要进行心理卫生

方面的维护。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孩子更有针

对性的帮助。”

对于这次关爱活动，长春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高玉堂表达了支持和认同，他说：“这

样的签约活动，不仅是个仪式，更是一种约

定，加入爱心团队的集体都将会有更强的使

命感和服务意识，让这些‘折翼的天使’也能

享受公平、充分、规范的健康服务。”

长春市民政局副局长许军向大家介绍了

福利院的情况，并感慨地说：“这样的活动对

福利院来说太有意义了，这里的孩子更需要

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

此次签约活动，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全市

卫生计生系统与民政部门的沟通、合作机制，

也有效地贯彻落实了《吉林省儿童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具体实施

意见，为促进孤弃残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作出

了积极的努力。

恒爱相携 健康守护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本期专家

薛霁：吉大二院中医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省中医药学会

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在脾

胃病、妇科病、男性病、老年病及中医养生食疗方面有较深造诣。

中医的“望闻问切”就包括观察手部信息。手就像脏腑反映在外

的地图，内在健康状况可以在手上反映出来。本期《求证》邀请省内中

医权威专家，通过解释手上的信息，发现身体健康的秘密。

看手知健康
本报记者 于宁

指甲

薛霁：指甲的确可以反映出某些健康状况。一般而言，健康指甲因血液

供应充分而呈粉红色、有光泽、厚薄适中、软硬适度、不易折断、表面光滑，无

纵横沟纹，指甲对称，不偏斜，无凹陷或末端向上翘起的现象。

传言一：指甲上的月牙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反之身体越差。

薛霁：指甲月牙，是指甲上靠近根部有一条白色弧形的痕迹，通常被老

百姓称为“营养圈”，其实月牙就是新长出来的角蛋白。目前还没有证据表

明月牙越多身体越健康，所以也不必担心没有月牙或月牙少就不健康。一

个人的月牙偶尔的多少，只是身体新陈代谢的正常变动，让指甲的生长速度

发生变化而已。虽然不能只凭月牙判断是否健康，但如果短时间内，月牙的

大小、数量发生剧烈变化，就应该注意是否甲状腺或消化系统出问题了。例

如，甲亢可能让你的月牙变大变多，甲减可能让你的月牙减少甚至消失。

传言二：指甲出现纹路代表身体出现重大疾病

薛霁：由指甲根部向尖部蔓延的指甲细小竖纹是常见现象，没有多少人

的指甲是完全光滑平整的，造成指甲竖纹明显的原因主要是年龄增长、接触

化学物质、营养欠佳。一般来说，指甲竖纹就像皮肤的皱纹一样，不需担

忧。但如果形成纵沟，表面凹凸不平，中医认为多因肝肾不足、气血双亏、甲

床损伤，以致阴阳失调，气血失和所致。

不同于竖纹，当指甲出现横纹时，机体通常是出现了一些病理状态，指

甲出现较深的横沟，通常预示着严重消化系统疾病导致代谢障碍，指甲横纹

有可能提示心脏、肝脏、肺部出现问题，此时应该及时去医院咨询相关医

生。中医认为多因邪热燥肺、肝气郁结、气虚血瘀，导致气、津、血不能输布

甲床，甲床失养形成横纹。

传言三：指甲白点代表缺钙或有蛔虫

薛霁：有人发现自己指甲上有白点，上网一查说法众多，吓得惶惶不可

终日。是不是指甲上有白点就代表身体出了问题？其实，大部分白点是因

为受伤，指甲受到过撞击或砸碰，在受伤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白色斑

点，毕竟指甲生长缓慢，那时候你已忘记受伤经历。此外，某些特定药物的

副作用、过敏反应及真菌感染也会出现指甲白点，至于传言的缺钙或者体内

有蛔虫，都是没有依据的。

掌纹

薛霁：人的掌纹，一部分来自先天遗传，纹理长久不变；一部分随着人体

后天的生理、病理甚至情绪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掌纹能透视脏腑疾病，人体

出现小小的病兆，掌纹上也会出现反常规的符号，特别是内脏器官的病变会

及时在掌纹符号上反映出来。

掌纹诊疗是简单、方便的一种自我诊断方式，客观上能起到健康预报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未病先知、未病先防。

掌纹诊疗范围广泛，能观测人的体质、智力、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等，反

映呼吸系统功能、肝肾功能和心脑的健康状况等，提示神经、精神方面及慢

性消耗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掌纹诊疗虽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但并非万能，有其局限性和盲点，尤其对于胰腺、血液病、甲状

腺疾病等很难发现。运用掌纹诊疗自诊，往往只能从表象看苗头，自诊出的

结果只能作为判断健康和诊病的辅助手段，要准确判断自身的健康和病理

情况，仍然需要借助正规的医疗检测手段。

手凉

薛霁：正常人的手温是冬暖夏凉，如果手

足肢端青紫或发绀，或苍白发凉，触之如冰，遇

寒明显加重，属于中医手足厥冷范畴，常由于

脾肾阳虚或气血衰少，导致脉道不利，肌肤无

以温煦而致。有人一年四季都是双手冰凉，这

样的人容易消化不良、便溏、贫血等，女性容易

月经失调、白带较多。手凉是对人体内部寒凝

血脉、气血不能运行末梢的反映，是脾胃虚寒、

消化吸收能力较差的表现。脾肾阳虚而致者，

中医常以理中汤合阳和汤加减，温补脾肾、散

寒通络治疗。气血衰少而致者，中医常以当归

四逆汤合当归补血汤加减，温补气血、通络散

寒治疗。

手凉者，平素要多吃一些温、热性食

物，如《金匮要略》中的温补明方“当归生姜

羊肉汤”是非常好的食疗方法。每天可以

用红枣、黄芪、党参、枸杞等补气血的中药

饮片代茶饮，平时多做运动，尤其是手指保

健操，对于末梢血液循环不良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

手汗

薛霁：手足易出汗者有轻重之分，症状轻

者，仅在紧张、劳动或气温较高时手汗、足汗稍

增；症状较重者，手掌湿润渗汗，甚至点滴而

下，足心终日黏湿，甚而浸湿鞋袜。

气血不足者平素疲乏无力，面色淡白，在

劳累后手足出汗明显增多，主要原因是气血不

足，不能收摄汗液，而致手足汗液外泄。

脾主四肢，故手足汗多责之于脾胃。脾胃

湿滞者由于脾失健运，湿阻中州，郁久化热，旁

溢四肢，逼汗外泄于手足；脾胃阳虚者是由于

阴寒内盛，寒凝冷结，气机不畅，营卫不和而致

汗液外泄。

手心以心包经为主，足心为肾经所经过，

如果肾阴亏虚，心火偏旺，水火不交，则阴虚火

旺，逼汗液外泄于手足，同时还伴有五心烦热、

咽干口燥、心烦易怒等症状。通常手足多汗

者，虚者从脾胃阳虚、阴虚火旺、气血不足论

治，实者从脾胃湿滞论治。可以中药内服，同

时配合外治法，如中药浸洗、搽涂药粉等，标本

兼顾治疗。

手脱皮

薛霁：受季节交替、气候干燥等因素影响，

人们的手掌容易产生脱皮的情况，一般可以自

愈，不需治疗。但如果脱皮比较严重，长期不

愈，甚至发生皲裂、出血、疼痛，就需要考虑采

取相应措施控制病情。手掌干燥脱皮轻微者，

平时要注意使用滋润型护手霜、补充维生素A、

减少碱性物质接触，也可以使用

无碘盐水洗手、姜

汤洗手等

多

种办法。

手掌脱皮严重，粗糙干裂，中医称为“鹅

掌风”，是中医外科常见病。中医认为，本病

主要是血虚气弱，感受风燥侵袭，或者外感

湿热，蕴积皮肤，病久化燥，从而导致火热血

燥，皮肤失养，以致皮厚燥裂，形如鹅掌。手

掌脱皮的治疗以外治法为主，或药膏涂抹或

中药熏洗，建议咨询专科医生，谨慎自行用

药。

手抖

薛霁：手抖从症状上分为生理性手抖和

病理性手抖。生理性手抖常在精神紧张、恐

惧、情绪激动、剧痛及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出

现，一旦上述原因消失，手抖也随之消失，长

期饮酒也可导致手抖。病理性手抖，主要分

为静止性手抖和运动性手抖。静止性手抖是

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的手抖，抖动频次比较

有规律，典型的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运动

性手抖是只在运动时出现，运动接近目标时

抖动加重，运动性手抖无规律，抖动幅度大。

临床上引起病理性手抖的常见病有：上肢神

经疾病与损伤、脑组织疾病、甲亢及药物中毒

性手抖。

手抖是老年人常见症状，中医称之为“震

颤”，中医学认为震颤的基本病机为肝风内

动，筋脉失养。其本以阴津、精血亏虚为主，

其标为风、火、痰、瘀为患。治疗时应用熄风、

平肝、镇逆、搜络之品，同时配合育阴、养血、

益气之法。由此可见，手抖不是一个简单的

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手麻

薛霁：手麻大多数人都会遇到，比如手放

的姿势不对，上肢的尺动脉、桡动脉在某一处

受压，或当桡神经、尺神经、正中神经在某一

处受压，都会导致手麻，解除压迫麻木就会消

失。

颈椎病是引起手麻的最常见疾病，长期

低头工作、颈部受寒、枕头垫的过高，尤其是

电脑、手机使用时间过长，使颈部椎间盘发生

退行性病变，一旦压迫邻近的神经根、血管

时，便会手臂、手指麻木，这种麻木通常为慢

性、反复发作，同时伴有颈肩部酸痛、僵硬等

不适。

如果手脚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而另

一侧正常，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所

致。因此，对于有“三高”或颈动脉硬化及

斑块形成的中老年人，要对此种麻木引起

足够重视，中风患者也常常出现手指麻

木。另外，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痛

风、末梢神经炎、腕管综合征、慢性酒精中

毒等也容易出现手麻症状。不同类型的手

麻，应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治疗，如颈椎病引

起的手麻可以理疗、牵引、按摩、针灸

和中药活血化瘀治疗，

平 时 做 一 些 颈

部 保 健

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