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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14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

和国际糖尿病联盟共同发起的联合国糖

尿病日，今年宣传主题是“防控糖尿病

保护你的家庭”。浦东疾控中心慢病科

专家指出，糖尿病患者应重视家庭管理，

特别是 2型糖尿病家庭管理中，要注重

三级预防目标，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让自己安心，让家人放心。

一级预防
控制危险因素 预防

2型糖尿病发生

2型糖尿病前期患者应当通过饮食

控制和运动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前

期患者是指空腹血糖异常和糖耐量异常

的人群。若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6.1且小

于 7.0mmol/L，或OGTT(空腹血糖和糖

负荷后血糖)2h 血糖小于 7.8mmol/L 即

为血糖异常；若空腹血糖小于 7.0mmol/
L或OGTT2h血糖大于等于 7.8且小于

11.1mmol/L，为糖耐量异常。此外，2型

糖尿病前期患者还要密切关注其他心脑

血管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血脂异

常等，通过戒烟、降压、降脂等手段控制

心脑血管病变。

二级预防
高危人群筛查和健

康干预

在18岁以上成年人中，具有下列任

何一个及以上的糖尿病危险因素者，即

为糖尿病高危人群：

1.年龄≥40岁；

2.有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受损、糖

耐量异常或两者同时存在）史；

3. 超 重（BMI≥24kg/m2）或 肥 胖

（BMI≥28kg/m2）和（或）中心型肥胖（男

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85cm）；

4.静坐生活方式；

5.一级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中有2型糖尿病家族史；

6.有妊娠期糖尿病史的妇女；

7.高血压（收缩压≥140mmHg 和

（或）舒张压≥90mmHg），或正在接受降

压治疗；

8.血脂异常（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91mmol/L 和（或）甘 油 三 酯 ≥
2.22mmol/L），或正在接受调脂治疗；

9.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

10.有一过性类固醇糖尿病病史者；

11.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或伴有与

胰岛素抵抗相关的临床状态；

12.长期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或）抗

抑郁药物治疗和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糖尿病高危人群应关注自身血糖情

况，定期进行空腹血糖或任意点血糖检

查，若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6.1mmol/L或

任意点血糖大于等于 7.8mmol/L时，建

议做OGTT检查；同时针对可控制的危

险因素，积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

适量运动，达到控制体重、降压、降脂等

目标。

三级预防
积极治疗糖尿病 预

防并发症发生

生活方式干预应贯穿于糖尿病治疗

始终——维持健康体重、膳食营养均衡、

减少钠盐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戒烟限

酒、适量运动、保持心理平衡等。

如果单纯生活方式干预不能使血糖

控制达标，应开始单药治疗，2型糖尿病

药物治疗的首选是二甲双胍，若无禁忌

症，二甲双胍应一直保留在糖尿病的治

疗方案中。

伴有高血压、血脂紊乱等心脑血管

病变的 2型糖尿病患者，应积极进行心

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一般糖尿病合并高

血压者降压目标应小于 130/80mmHg，
老年或伴严重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血

压 控 制 目 标 可 放 宽 至 小 于 140/90
mmHg；每年至少检查一次血脂（包括

TC、TG、LDL-C、HDL-C），减少饱和

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若

需要调脂药物治疗，临床首选他汀类。

2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和 eGFR检查，关注

肾脏健康状况；每 1-2年进行视网膜病

变检查，已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应增

加检查频率；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神经病

变筛查；定期进行足部检查，诊断是否有

畸形、胼胝、溃疡、皮肤颜色变化，足背动

脉和胫后动脉搏动、皮肤温度及感觉有

无异常等。

跌倒是造成老年人伤害死亡的第一位

原因，跌倒的后果或轻或重，严重的跌倒会

直接威胁到老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但如果因为害怕跌倒，而不敢出门，甚

至不敢运动，长此以往，肌肉肌力和协调能

力都会下降，反而更容易跌倒。因此，老年

人要积极运动起来，以正确的运动方式来

强身健体，增强身体机能和提高平衡能力，

减少跌倒的发生。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更换不利

于活动的着装、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改善

不合理的家居环境以及增加辅具等方式来

预防跌倒，但这些改变只能降低跌倒风险，

不能完全消除跌倒可能。老年人需要提高

自身平衡能力和下肢肌力，通过坚持规律

的体育锻炼和康复练习，增强肌肉力量，加

强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能力，保持步

态稳定性和灵活性，维持正常的活动能力，

从而减少跌倒的发生。

在运动之前，老年人还需要了解一些

安全注意事项。首先，运动要适度，老年人

的锻炼强度不宜太大，频率也不宜太高。

其次，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老年人要根据

自身患病情况和身体状态选择适合自己的

运动类型。第三，在陪同下进行锻炼，如果

在锻炼时突发疾病或发生意外，万一没人

陪同，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做好运动前

的热身，老年人在运动前应换上宽敞舒适

的运动服及轻巧防滑的运动鞋，开始锻炼

前做一些热身活动，如伸伸胳膊、踢踢腿、

活动手腕和脚踝等，让肌肉得到放松。

通过长期坚持锻炼，改善身体状况，强

健的体魄将帮助老年人降低跌倒概率，也

就不会再害怕跌倒了。

在浦东新区潍坊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

队伍，他们坚持“提高全民健康，建设和谐

街道”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深入到群众

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

并获得社区百姓的认可，他们就是潍坊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们。

该中心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首批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WHO
健康单位、上海市文明单位、中国医师协会

“十佳全科专业基地”、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培训基地，并被授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社区教学基地、加拿大等中外医学高等

院校住院医生、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教学

学习基地等称号。

默默奉献的“慢性病管
理团队”

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探索构建慢

性病防控管理和家庭医生签约制相结合的全

新工作模式，同时还依托“健康云”平台大数

据提高社区卫生的服务能级。通过与社区电

子健康档案管理系统的对接，利用信息化使

家庭医生对社区慢性病患者实现连续性、动

态化、个性化管理，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对签

约居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

预防保健科（简称“防保科”）的“慢性

病管理团队”常年奋战在慢性病防控第一

线，承载了慢病管理从质控、随访到健康宣

教、高危人群筛查等全方位的公共慢性病

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以仁术防控

疾病，以匠心守护健康”的神圣职责。

与社区全科医生一对一的服务相比，

中心这种崭新的慢性病服务模式是“全科

医生+公卫医生”的共同合作。根据全科

医生的随访内容，防保科医生随后及时跟

进，完成随访数据的统计与核实，对慢性病

患者完成进一步的筛查、体检等后续服务。

防保科医生还需上门入户，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进行慢性病危险因素的筛查。

无论严寒和酷暑，防保科医务人员每天五

点起床，六点半到岗，为社区居民进行健康

体检、抽血、留尿，还要做相关解答，让潍坊

社区的居民们不出小区就可以享受到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一对一”慢性病管理
令就医更便捷

慢性病防控管理和家庭医生签约模式

相结合，为社区居民带来了许多便利。现

在，中心每天有全科医生穿梭在居民小区、

有需求服务的签约服务家庭与家庭病床

间，让社区居民充分享受到更为便捷的基

本医疗服务。

据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黄倩介绍，居民和家庭医生签约后，可以

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对其进行慢性病

健康管理，提供全程动态化的健康管理档

案服务，做到更精细化、个体化的治疗。

居民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及时咨询对应

的家庭医生，看病可提前预约，享受就诊

优先。居民如果遇到家庭医生解决不了

的问题，需进一步检查或治疗，可通过绿

色通道转诊至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黄

倩医生认为，“这样的结对方式，以最短的

时间、最小的花费、最便捷的方式来治疗

服务病人，得到了社区广大居民的一致好

评。”

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
的“守门人”

社区全科医生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

门人”，特别是在慢性病管理中具有难以替

代的基础性作用。

以高血压的自我管理为例，在社区的

全科医生帮助下，患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

高血压的危害，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及其预

防手段。同时患者对于血压测量方法，特

别是时间和频率也能有正确了解。对于科

学服药的方法，包括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

以及非药物治疗，比如加强运动等各类手

段，都可以通过社区全科医生与医患共同

商讨决策。

在社区全科医生的随访过程中，医生

能时时了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及时纠正

偏差和误区，保证患者对科学治疗方式的

依从性，也保证了治疗的连贯性。

社区全科医生在慢性病管理上的另一

大优势在于，全科医学可以更及时地处理

患者的各类合并疾症，其中既包括患者罹

患的其他慢性病，也包括与慢性病有关或

无关的症状表现，为患者提供更为全面和

科学健康的治疗服务。

匠心加仁术 真心实意
与病患和谐相处

“黄医生，可真麻烦您了啊。”潍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张大爷满面

写着高兴。张大爷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多种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之前在大大小

小多家医院都看过病，但让他感触最深的

就是家庭医生黄倩，她对工作一丝不苟、对

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他赞不绝口。张

大爷说：“每次来这里看病开药，黄医生都

会认真询问我的身体情况，仔细检查，根据

我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规范的治疗、用药

方案，并耐心给我做健康教育指导，平时看

病取药也都方便多了，真心为她点赞！”

“刘阿姨别急，我马上就到。”今年 2
月 11日，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虽然还没

到上班时间，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少

萍医生已经往社区的刘阿姨家里赶去。

刘阿姨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二十

年来反复发作，由于身体原因加之年事已

高，已经很少外出活动，到医院及社区中

心检查身体都非常不方便。于少萍医生

在了解了刘阿姨的情况后，主动为其进行

建档签约，承担起了结对任务，定期上门

为刘阿姨体检抽血、测血压和血糖，细心

解读体检报告结果，耐心告知饮食起居上

的注意事项，还经常通过电话或慢病管理

APP 了解刘阿姨生活状况及身体健康情

况，定期随访，发送健康知识信息等。这

样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刘阿姨非常满意，她

表示，“老年人大多有多种慢性病，平时儿

女上班忙顾不上，社区里有于医生这样的

热心医生，是老年人的福音，也是慢性病

人的福音。”

于少萍医生说，关注、关爱慢性病人，

是每一位医护人员应尽的责任。慢性病是

长期疾病，除了仁术，更需要医者用匠心去

悉心照料。只有以解决患者疾苦为己任，

怀着一切为了病人的热忱，才能把慢性病

护理工作做精、做细、做好，赢得社区群众

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依赖，医患之间才能和

谐相处。

持续推进“1+1+1”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截至目前，浦东新区已先后有 40193
名社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服务。2018年

至今，家庭医生已经累计进行面对面服务

434720多人次。2016-2017年，公共卫生

服务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1212人，2017年

糖尿病眼底并发症筛查1394人。

近年，国家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实施、上海市深入持久推动“1+1+1”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1+1+1”是指居民在自愿

与家庭医生签约基础上，再选择 1家区级

和1家市级医院签约。潍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签约更方便、服务更便捷、功能更

延伸、机制更健全、支撑更有力”为导向，以

建设公共慢性病的防控机制为重点，努力

构建慢性病防控管理和家庭医生签约相结

合的新模式，全面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能级，全方位做实做优“1+1+1”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以仁术防控疾病 以匠心守护健康
——记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防控团队

提高平衡能力 减少老年人跌倒意外

金鸡独立：双手叉腰，一腿弯曲，一

腿站立。也可以两腿轮流做单腿跳跃，

以增强腿部力量。

“不倒翁”练习：挺直站立，前后晃

动身体，脚尖和脚跟循环着地。

坐立练习：放一个纸盘在头顶，站

在椅子前反复缓慢起立坐下并保持纸

盘不掉下，以增强平衡性。

沿直线行走：画一条直线，每次向

前迈步时，前脚后跟紧贴后脚脚尖，保

持直线。

侧身走：又叫“蟹步”，像螃蟹一样

横着走，可锻炼侧方平衡力。

倒走：倒着走并尽量保持直线。可

增强腰腿部力量，注意练习时要选择人

少、无车且平坦的直道。

昨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专家呼吁加强家庭管理

三级预防 循序渐进防控糖尿病

tips 6个适合老年人的平衡小练习

糖尿病高危人群应及时关注自身血糖情况。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