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率先
成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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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转流"手术治
疗糖尿病并取得突破性成功的
事实经媒体报道后# 越来越多
的糖友及家属纷纷前咨询与治
疗$ 近日#又从武警河南总队医
院传来好消息% 该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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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糖尿病# 成功治愈的
糖友已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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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据了解# 这些
!"#

手术康
复患者术后病人状态良好 #血
糖正常稳定# 可完全摆脱药物
治疗#不用控制饮食#起居与正
常人无异$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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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是如
何突破难点#治好糖尿病' 具有
什么样的特点呢' 带着糖友们
关心的这些问题# 我们走近了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糖尿病多学
科诊疗中心# 为糖友进一步揭
开
!"#

手术的神奇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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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由环境因素和遗传
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一种常见
病# 临床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常
见症状有多饮(多尿 (多食以及消
瘦等$ 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现象
普遍存在于

$

型糖尿病中$

据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糖尿病多
学科诊疗中心刘红斌主任介绍#胰
岛素抵抗不仅是) 万病之源*#也是
产生糖尿病的初始原因(根本原因#

贯穿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全过程#

同时也是导致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
) 动力*根源$治疗糖尿病的关键#不
再是单纯的降低血糖# 更应该减少
胰岛素抵抗现象# 增加) 胰岛素受
体* 数目或提高其对胰岛素的亲和
力#即增加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才
能从根本上康复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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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转流" 手术为何能治
愈糖尿病' 对此#刘红斌主任介绍
说 # 手术原理是通过局部改变食
物流向 # 使得食物不再经过胃远
端(十二指肠和部分空肠上端$ 其
一#因为人体胃的两端 (十二指肠
和空肠上端这个消化管腔里面 #

有大量的
&

细胞在黏膜上分布 #只
要食物一刺激 #

&

细胞就分泌大量
的胰岛素抵抗因子 # 使人体产生
胰岛素抵抗 #导致糖尿病 $ 因此 #

只要做了
!"#

手术#上消化道不再
接受食物刺激 #

&

细胞分泌这些胰
岛素抵抗因子就消失$ 其二#做了
!"#

手术 # 让未经完全消化的食
物#可以较早地进入中下消化道 #

刺激中下消化道黏膜里面分布的
'

物质细胞$ 然后会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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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些细胞因子 # 这些细胞因子

有一个共同的作用 %第一 #直接降
血糖 + 第二 # 消除胰岛细胞的凋
亡 + 第三 # 可以刺激胰岛细胞增
殖$ 归结起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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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促使
术后胃肠激素发生改变 # 刺激胰
岛细胞分泌胰岛素 # 同时还起到
延长胰岛细胞寿命和促进胰岛细
胞增生的作用 #使胰岛功能恢复 #

从而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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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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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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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在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糖尿病多学科诊
疗中心成功开展以来#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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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名糖尿病患者接受手术治疗# 每天
来电咨询的) 糖友*更是不计其数$

不少市民甚至直接前来咨询# 希望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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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风险性大不大# 能否
真正治愈糖尿病# 术后有没有严重
的并发症等等问题$

针对患者担心术后对身体有
没有远期的副作用等问题$刘红斌
主任说#大部分人有这样的担心是
正常的$ 凡是手术都会有风险#但
是
!"#

手术其实只是一个中小型手
术$ 根据资料显示#该类手术已开
展近

,%

年#术后的病人都没有发现
远期的并发症$ 相反#除了血糖正
常 #不用再吃降糖药以外 #糖尿病
患者伴有的一系列并发症得到了
很好的康复$ 比如视网膜病变(糖
尿病皮炎(肾功能失常等都逐渐好
转或痊愈$

截至-月份#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手术已成功治愈$%%多位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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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倍受称赞' 对此#刘红斌主任介绍说%相对于糖尿病的传统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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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具有独特的六大优势% 一是可一次性治愈糖尿病# 终身稳定血
糖+二是可恢复正常的饮食和自由生活+三是糖尿病并发症! 高血压(高血脂
等"得到好转(痊愈+四是肥胖患者体重减轻#较瘦患者体重有所增加+五是
术后康复快#并发症少+六是免除了昂贵的医药费用#解除糖尿病患者的经
济负担等$ 独特的优势使得每天前来手术的患者越来越多#对此#医院接诊
专家提醒%凡前来就诊的糖尿病患者#不妨先打个电话跟医生咨询或预约#

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

临床揭秘%糖尿病不再是终身疾病

) 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友的忽视及错误的应对方式$*为进一
步推广可实现糖尿病临床治愈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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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新技术+ 为进一步提高
我省糖尿病防治手段#造福广大糖友#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携手省内几家主
流媒体#于

*

月
,-

日! 下周六"在省武警医院
.

楼多功能大会议厅举行
!"#

手
术治愈患者见面会及北京专家现场糖尿病讲座$

会议特邀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副主委( 国际糖尿病健康教育与综合
防治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张锡明教授等数名糖尿病专家出席及
现场讲座#届时糖友可与多位专家及手术康复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座位
有限#报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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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糖尿病
开始新生活

) 第二届糖尿病!"#手术康复患者见面
会及糖尿病综合防治专家讲座*通知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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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洹邺雨雪*%我是安阳本地人$ 本地稍微关
心历史的人对于渔洋一般不会写成) 渔阳*$ 而西高穴
村和渔洋村紧挨着#双方更是熟悉#要说应该不会有
人写错村名$ 除非他是个文盲或是文化程度极低$ 但
是#看着那份) 证据*上的笔迹#虽说不是书法作品吧#

但也不像是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所写$ 所以#弱弱地质

疑一下$

网友) 熊猫叔叔 *%仔细看看这些字 #觉得这个
人写字还是很有基本功的 $ 闫沛东去过南阳 #张衡
东路是南阳最繁华的道路 # 一条路全是单位机关 #

哪有什么造假窝点啊 # 造假也不用找那么贵的地方
吧$ 怕人不知道'

闫沛东%以) 汉魏大墓*开发我支持
昨日#他给商报记者透露此消息#同时称#反对以) 曹操墓*为名进行开发

) 只要以, 曹操
墓 -名义开放 #何时
开放#何时公布证据
起诉#恐怕安阳市又
要吓跑一位副市长&

下一件证据会直指
安阳市领导& *

昨日#闫沛东通
过短信息独家告诉
商报记者#埋石碑造
假者因没拿够钱举
报#目前在一家钢厂
隐姓埋名$他对否定
曹操墓有百分之百
把握$

而
,0

位徐姓村
民认为闫沛东的证
据是假的#对他们构
成污蔑#准备集体维
权 # 但计划暂时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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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墓*事件继续升级发酵$

昨日 #闫沛东给商报记者发来
短信称 % 我不会拒绝河南媒体记
者 #你们如实报道压力更大 #我信
任您 &

短信内容%徐姓村民!) 铁证*中
提到的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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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潘伟斌很熟#也是
徐主任! 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主任
徐焕朝"亲戚#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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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徐姓村民$

埋石碑造假#乡里拨专款#村里没给
够人家钱#才举报的$ ! 徐

34

"在一
家钢厂隐姓埋名打工# 有潘伟斌和
徐主任暗中保护#很安全& 只要! 当
地政府"以) 曹操墓*名义开放#何时
开放#! 我就"何时公布证据起诉#恐
怕安阳市又要吓跑一位副市长& 铁
证如山(胜券在握#否定曹操墓有百
分之百把握& 义举不敢当#替天行道
而已&

他还让本报记者转告 % 贾书
记 (徐主任 (龙振山 #不要被考古队
的惊天阴谋利用 #充当炮灰和替罪
羊 # 下一件证据会直指安阳市领
导 &

昨晚
-

时许# 闫沛东又给记者发
来短信%贾振林起诉我那天#我会公
布安阳市一位副市长跑官并涉嫌保
护造假证据& 我已够克制了#按) 汉魏
大墓*开发我大力支持#以) 曹操墓*

为名开发# 一级级官员将被牵涉#我
已经警告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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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阴雨笼罩下的西高穴村很热闹#在村主任
徐焕朝的召集下# 曾经参与挖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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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徐姓村民或者
家属来到村委会#共同接受媒体的采访$

徐焕朝介绍#

(0

人中除了徐玉平和徐国栋外都来
了$徐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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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之前参与挖墓#主要是做门卫#他
常年在石家庄打工#他的家属到场$而徐国栋曾经参与
(+

天#他和其家属都在北京打工#可以通过电话作证$

徐焕朝说# 经过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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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参与挖墓的村民发表
.

点声明%第一#他们从未写过闫沛东出具的所谓) 铁
证*+第二#从来没有像) 证明*中说的回填石碑造假+

第三#见证了文物是从曹操墓中挖掘出来的$

) 闫沛东的证据是假的#是对我们的污蔑#大家准
备集体维权#但计划暂时保密$ *徐焕朝说#他们已在
计划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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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闫沛东频繁提出所谓) 铁证 *之时 #) 挺曹派 *

人士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教授袁祖亮发表观
点说#据史料记载分析#曹操高陵的选址只能在漳河
上游的高原地带$ 曹操临死前#还有. 遗令/ %) 葬於邺
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 *

实地考察西高穴村# 其西确为一逐渐隆起的高

冈$站在冈上向东望去是平原#西高穴村如在脚下$那
么#此高冈便是曹操寿陵之所在$

而曹操墓不可能设疑冢#原因是#曹操的殡葬不是秘
葬# 并没有封锁消息# 百官群臣甚至包括皇帝都亲临现
场#场面很大$ 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天塌一般#

若设疑冢焉能如此$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宣布#曹操墓将在月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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