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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良生

数据显示，过去30年间，我国糖尿病人
数增加了10倍之多，未来5—10年，我国将
迎来糖尿病并发症的高发期。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不良生活方
式与糖尿病发病以及并发症发生密切相关，
饮食疗法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石。除了常规
临床治疗手段，有没有更简化、更方便、更易
于操作、更接近日常生活行为的降糖思路和
方法？

食疗降糖是首选

用食疗的手段调控糖尿病人的血糖水
平，这是内分泌专家常讲的话题。

河南省医学会内分泌暨糖尿病学会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田晨光教授认为：在控制总能
量的前提下，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食用一
些比较方便的糖尿病食疗配方食品，对糖尿
病患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河南糖尿病精准食疗的先行者、河南
省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分会委员王志理
说：“食疗自古是老年病、慢性病预防和辅
助治疗的重要手段，糖尿病精准食疗产
品，不仅保证了配方的科学化和标准化，
很好的辅助药物治疗，还将医护人员从反
复‘饮食教育’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是一
个巨大的进步。”

“精准食疗”理念开创者、河南康无忧健
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孟袁庆说：“精
准食疗省去的是繁琐的过程，留下的是更加
精准甚至超出预期的效果，这中间会融入许
多更人性化的元素，比如好吃、方便等。这

对患者、对医生、对医院乃至对国家都有特
殊意义。”

“精准食疗”的创新发展

记者调查了解到，“精准食疗”是指根据
不同疾病种类，以中医“药食同源”理论为基
础，结合现代饮食疗法的基本原理，采用具
有防病治病作用的“药食两用”食材，制成专
供某一类人群食用的食疗配方产品，并且以
预包装食品的形式呈现。

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以中
医药文化为背景的食疗，自古就有按症给方
的传统，《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也一直
将“饮食疗法”喻为糖尿病防治的基石，它最
大的进步是在保证食疗效果的前提下，帮患
者省去了繁琐的制作过程。

以配方食疗型的面条为例，它是通过

科学的配方组合，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血糖
指数，另一方面通过对配方中的药食两用
食材精心炮制，并结合现代超微粉碎破壁
技术，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控制延缓营养吸
收速度，补充丰富平衡的营养物质，全面滋
养代谢系统的同时，促进疲劳的代谢系统
休整与损伤修复，恢复自控能力，实现血糖
的持续平稳。它就相当于人体器官的“土
地改良剂”和饮食疗法快速落地的“催化
剂”，用安全的食疗方式，使人体代谢恢复
良性循环。

在大健康的概念下，“好吃”、“方便”、
“食疗效果可快速评判”，是高血糖类人群
需求的集中表现。未来，精准食疗不只是
糖尿病饮食疗法的新趋势，还应成为产业
创新的新方向，糖尿病专家说，药物治疗+
精准食疗=患者院内院外血糖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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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六届国际意象医学暨首届世界禅医养生
大会在登封市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巴西、乌克兰、
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及国内的3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
专业人士就意象医学、禅医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等论题
作了主题发言。据悉前五届意象医学国际会议分别在
俄罗斯、斯洛伐克等五个国家召开。

意象医学是一门基于象思维，以精（物质）气（能
量）神（信息）为生命模型，以见象为主要诊断方式、以
改象为主要治疗体系的学科，是春秋时期的医学家扁
鹊学派的现代传承。

据悉，本次活动由北京空达维尔医学研究院和登
封少林药局禅医功夫研究会主办。其旨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医学，回归自然疗法，促进预防医学健康发展，
打造东西方医学融合发展、人体身心全面调节的新医
学模式。 （李淑丽）

近日，由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承办的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第一
届骨坏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讲座在郑州市举
行。来自河南省内外近500名骨科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秘书，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院长郭永
昌当选第一届主任委员。郭永昌在发言中指出，在今
后的工作中为推动中西医诊疗骨坏死尽最大努力。

（柴如义）

近日，2016年度河南省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
结果揭晓，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
中心)“物质依赖和精神药理”科研团队完成的科研项
目《样本前处理对离子选择电极法监测锂盐浓度的质
控作用》荣获2016年度河南省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和精神药理”科研
团队历时20余年对锂盐血样浓度监测进行深入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成功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锂盐浓度质控方法，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

“狂躁症”等疾病的临床规范化治疗和预防自杀奠定了
坚实基础，极大地提高了相关疾病的治愈率，使该院在

“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狂躁症”等疾病的治疗居国
内领先水平。

据了解，该研究成功解决了目前国内外监测锂盐
浓度时样本前处理的诸多问题，避免了由于锂盐中毒
所带来的人身伤害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具有极强
的实用价值和极大的临床推广意义。

(黄洪勇 王冀康)

8月5日，由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和青年之声临颍
医疗卫生服务联盟联合举办的大型义诊活动在临颍县
妇幼保健院开展。

据了解，自今年4月22日河南红会送医计划项目
花落临颍以来，在青年之声临颍医疗卫生服务联盟和
妇幼保健院的紧密配合下，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
团队每月抽出3-5天时间来到临颍县妇幼保健院进行
授课、义诊、查房等。截至目前，已成功开展活动4次，
派出义诊专家60余人次，业务培训8次，培训医护人
员1600余人次，义诊患者2500余人次，查房800余人
次，会诊疑难症患者160人次，为科室详细讲解疑难病
种 23个，带教医护人员 210人，业务涵盖内外科、妇
科、儿科、五官科、康复科、骨科等多个科室。

(毛会春)

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获省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名家云集开启骨坏死治疗新篇章

意象医学 促预防医学发展

近日，郑州人民医院第一期“道德讲堂”开讲，向大
家讲述了三位“网红”护士的感人故事。

公交车上义无反顾救人的马丹、滂沱大雨中挺身
而出救人的张鑫娜、百忙工作中无私照顾患儿的许姝
悦，短短三个多月，郑州人民医院涌现出的三位“网红”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她们是新一代年轻护理工
作者的缩影，关键时刻的急救，不仅需要有胆识、有担
当，更需要有一身过硬的急救技能。这与该院深厚的
文化底蕴、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以及急救技能的培训
息息相关。

据了解，“道德讲堂”是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
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展开，共分为自
省、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发善心、送吉祥、向“德”鞠
躬、一堂一善事八个环节，通过传播道德故事，推动道
德实践，汇聚道德力量，形成道德风尚。

（潘黎黎 韦万方）

“网红”做客郑医道德讲堂

①7 月 28 日，郑州市食
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松
安带领食品流通监管处工作
人员到康宝莱（中国）河南分
公司、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
司总部调研。 （杨鑫）

②为让学生们开阔视野，
汲取百家之长，河南省中医院
肝胆脾胃科二病区主任李鲜
教授带领跟随其学习的全部
研究生定期学习中医经典著
作。图为李鲜带领学生学习
《金匮要略》。 （王红霞）

③8月 4日，国家卫计委
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专家
组莅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对该院脑卒中诊治及
脑卒中建设进行全方位检查
指导。据悉，目前中心医院正
在以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
伤中心三个中心的工作模式
打造以症状为导向的急诊医
疗体系。 （封宁）

近段时间，各单位体检正在进行，记者走访多家医院的体检中心发现，近年来，血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

单位年度体检时，“空腹血糖”这一项异常检出率高达30%，如果再增加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只怕这

个比例会更高。特别是35岁—45岁的中青年，由于血脂血糖代谢异常，不仅自己饱受病痛折磨，增加家庭负

担，还影响了本职工作。血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血糖异常 不妨试试“精准食疗”

近日，民权县食药监局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
压促进会，传达全县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一次推进
会、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紧急会议精神，并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民权县食药监局局长邵忠杰介绍，该局将立足食
品药品监管职能，发挥自身优势，积极配合乡（镇、街道
办）政府及县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民权
县餐饮单位油烟污染防治工作及餐厨废弃物（油脂）处
理行为。会后，该局对所分管卫生区段的环境卫生和
污染点再次进行集中整治和清除，对裸露路面覆盖防
尘网，同街边商铺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确保打赢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霍天艳 周杰）

民权食药监局重力防治大气污染

近日，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脾功能与脾脏外科学组主办，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
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脾脏外科学术会议”在郑州
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沛教授、刘允怡教授、
陈孝平教授，郑大一附院院长阚全程教授、郑大一
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教授等 500多名专家学者莅
临了本次大会，共同探讨了脾功能与脾脏外科领域
的新进展、新理念和新技术。

大会共组织了13场专家学术报告和4个分会
场，就脾脏外科在基础研究及临床诊治方面的最新
进展作了专题讲座，与会专家就脾脏研究领域内的
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大会执行主席、脾功能与脾脏外科学组委员兼
秘书、郑大一附院党晓卫教授介绍，脾脏外科是普
通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几代医务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该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其日新月异
的诊疗新技术推动了整个外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华
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脾功能与脾脏外科学组多年来
致力于传承、创新、规范、提高我国的脾脏外科事
业，本次大会亦旨在为全国的外科同道搭建一个高
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我国脾脏外科的长足发
展与进步。会议的成功召开将对我国脾脏外科医
师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有助于提升郑大一附院及河南省在国内的学术
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河南省在脾功能与脾脏外科领
域的技术水平，逐步进入国内领先行列。 （良生）

河南红会送医项目临颍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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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脾脏外科盛会在郑州召开

王大琤：平凡党员不凡事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尹歌

王大琤，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肛
肠外科医生。

谈起肛肠外科，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痔疮，不错，在众多肛肠疾病中，痔疮所
占比率最高。因肛肠疾病的隐私性极强，
不到忍无可忍、病情极为严重的地步，病人
不会选择到医院就诊，由此不难看出，肛肠
类疾病患者的诊治，不但要做到对疾病防
治的详解，更需要提供既节省时间又能快
速见效的有效治疗，所以，王大琤的工作开
展起来，需要极大的责任心、极高的诊疗技
能和极强的爱心。

肛肠疾病患者的诊治，需要经常用到
且确诊率极高的两项诊疗项目手诊和大
便查验。这两项检查需要肛肠科医生亲
力亲为完成，这样才能确保确诊的准确
率。

对此，王大琤从没有怨言，他说：“这就
是我的工作，我就要把它干好，再说，咱是
党员，党员是干啥的，就是有困难冲在前面
的，干啥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要不，
让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党员。”

朴实的言语，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
就是共产党员王大琤。

一位党员的自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有担当意识，

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向善向上的情怀，正
心、正身、正行，不断汇聚和传递社会利益
高于经济利益的正能量，立足本职，无私奉

献，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
王大琤说，正是心里有了这份自律标

准，以此为尺度，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升自
己的言行举止。

因为自律，王大琤每日会早早来到科
室，一天的工作从查房开始，他不必天天查
每个床位，但他考虑的是，病人能找到郑州
市二院肛肠外科看病，就是出于信任，对这
份信任他是万万不能辜负的，所以，每天无
论有多忙，不查完每个住院病人，绝不离开
医院。即使临时有事，他也要再次回到科
室，来完成这项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每日
必须完成的工作项目。他的这份坚持，感
召着科室的年轻医护人员，从最初的不理
解，到现在的主动跟随查房，成为一项常态
性工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大琤的
榜样带动了科室全员为患者服务的自觉
性，肛肠外科的病人满意率一直保持在
99%左右，肛肠外科的老病人自愿介绍新
病人前来就诊，也成为病人的自愿行为。

因为自律，王大琤从不让病人多花一
毛钱。有统计数据显示，便秘患者，手术后
便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几率有50%，另
50%取决于物理康复、饮食调控。从这个
数字不难看出，手术不是解决便秘的最有
效方式，王大琤给病人做详细讲解，更为病
人提供出切实有效的物理康复和饮食调控
方法，既看好了病又少花了钱，病人怎能不
对他信任有加呢？

一位党员的奉献
党员不但要事事在先，更要有时时奉

献自己光和热的精神。

王大琤的奉献精神就体现在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既保障了患者的利益，更为年
轻医生做出了表率。

十人九痔，说明痔疮的发生率极高，但
是不是只要是痔疮就必须手术呢？根据多
年的临床经验，王大琤说，只要患者及时调
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同时遵从医嘱用药，是
可以控制痔疮向纵深发展的。所以说，只
要是痔疮就需要手术的观点是错误的。

王大琤说，所有的疾病在初期都是可控
的。特别是对于肠道癌症，早期症状很明
显，所以，王大琤无论是在诊室坐诊或者是
在病房查房，都极为耐心地向每位患者进行
最基本的肛道疾病宣教，期望通过他微薄的
力量将这些知识进行传递，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延长寿命。这一坚持就是15年，真是这

份坚持，他的病人对他极为信任，他的病人
中有50%来自老病人的口口相传；正是这份
坚持，在2014年肛肠科从外科分离出来时，
他毫无悬念地被推选为科主任。

作为肛肠外科科主任，王大琤的专业
技能也是公认的，能独立开展各类临床手
术，成功治愈了大量痔疮、肛瘘、肛裂、肛旁
脓肿、肛管肿瘤病人。在国家级医学刊物
上发表专业论文8篇，获得市级先进科技成
果二等奖一项，抗击非典期间获得市级先
进工作者，并被授予银质奖章。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大琤处处严以
律己，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表率，时刻传递
与表现的高尚共产党员一心为患者的情
怀，感召着肛肠外科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向
外散发着和谐医患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