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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14日是第 16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糖尿

病健康管理”。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转

变，糖尿病患病人数快速增长，我国糖尿病

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患病率达11.2%。

一、糖尿病有哪些分型？
糖尿病公认的分为4型：Ⅰ型糖尿病、

Ⅱ型糖尿病、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

糖尿病。

1.Ⅰ型糖尿病：由于β细胞的破坏，造

成胰岛素绝对缺乏。发病年龄较年轻，典

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即多饮、多食、多尿、

体重减轻），起病急，代谢紊乱明显。

2.Ⅱ型糖尿病：临床上最多见，占 90%
以上，以胰岛素抵抗伴有或者不伴有相对

的分泌不足。

3. 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包括胰岛 β
细胞遗传缺陷、胰岛素作用缺陷。

4.妊娠糖尿病：原来没有糖尿病病史，

在怀孕期间发现血糖异常，终止妊娠后血

糖恢复正常。

二、糖尿病有哪些早期表现？
当出现以下表现时要注意及时监测血

糖变化：

1.口腔问题：在口腔方面容易出现牙

齿松动脱落、牙周炎等。

2.四肢麻痹：容易出现手腿麻痹或者

阵痛，还有部分患者容易夜间小腿抽筋。

3.体重减轻：没有运动、吃减肥药，生

活习惯无明显改变，体重突然减轻，要警惕

这可能是糖尿病初期信号。

4.便秘腹泻：腹泻便秘交替出现。

5.眼病多发：视力减退、视网膜疾病突

发等等，这些都是糖尿病初期症状的特征。

6.皮肤抵抗力减弱：冬天易出现冻疮，

平时皮肤经常发痒，皮肤受伤之后不易愈

合。

三、那么要如何进行糖尿病健康管理
呢？

对全人群来说，糖尿病健康管理主要

包括以下因素：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健康

教育和心理支持、血糖自我监测、药物治疗

（包括胰岛素治疗）。

1.健康饮食：（1）定量饮食：合理规划

三餐，保证热量均衡；（2）按时就餐：要控制

好血糖，有规律的饮食；（3）适度加餐：血糖

平稳的情况下，可适度加餐，推荐食用一些

低糖食品，如燕麦片、无糖饼干；（4）水果富

含维生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选择

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要避开甜度比较低但

升糖指数较高的水果，如火龙果、山楂等。

2.适量运动：建议餐后 1-2小时开始

活动，运动时间一般以30-60分钟为宜，一

周运动5天即可。

3.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患者可通过

讲座、各类宣传活动等形式了解糖尿病的

有关知识，研究表明心理支持对糖尿病患

者的病情控制至关重要，保持心情平静、开

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4.血糖自我监测：血糖监测很容易被

人忽视，自我监测应做到：每天测血糖、血

压；每月测体重、尿常规、腰围、腰臀比值；

每季度测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肾功能，查

眼底及心电图。对于接受胰岛素治疗的患

者，每天至少需要监测 5 次血糖，包括空

腹、三餐后2小时和睡前的血糖。

5.药物治疗：坚持按时服用降糖药、注

射胰岛素，定期去医院复查，根据病情进展

及控制情况，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并及时

进行适当调整。

让我们做好预防，合理控糖，让人人享

有糖尿病健康管理。

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

柴米油盐酱醋茶，厨中百味油为贵。

几千年来，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里一直存在着油的身影。油脂的应用之旅

起源于火的使用，从第一次无意的发现，再

经过漫长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丰富的

动植物油应用知识。从上古时期的烧烤

溶油，到唐代油坊的产生，经过宋元时期

的革新繁荣，至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制油业

发展成熟，先民们对制油用油的探索从未

停歇。我国古代丰富的油脂文化也应运

而生，无论是油脂相关书籍所蕴含的精神

财富，还是油灯、油壶、油伞等日用品所体

现的物质文明，都闪耀着先民们的超凡智

慧，实证着我国油脂文明的源远流长，独

具特色。

一、油脂究竟是什么呢？
《礼记·内则》郑氏注:“凝者为脂，释者

为膏。”即凝固成固体的叫脂，融化成液体

的叫膏。油脂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重要能量来源，其营养价值与人体健

康关系已成为当今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之一。油脂又称脂质，是存在于生物体中

或食品中微溶于水,能溶于有机溶剂的一

类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甘油三脂、类脂物及

其衍生物。油脂可为人体提供20%以上的

热量，是人体所必需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可以为人体提供机体活动所必要的脂肪

酸以及油溶性维生素。

二、如何科学摄入油脂？
1.单一用油不健康，油脂摄入需多样

化。很多人常年只吃某一种食用油，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

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要均衡，但很多

食用油的脂肪酸组成不均衡，人们长时间

只吃一种油并不科学。所以，在日常饮食

中，人们应注意植物油、动物油的搭配食

用，促进合理多样化的食用油搭配。

2.科学安排饮食，合理搭配脂肪酸是

关键。食用油脂是人体摄取能量和脂肪酸

的主要来源，但过量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因此，人们必须科学合理地控

制油脂摄入的质量及数量，重视油脂营养

的健康，从而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目前

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快速上升，其中高血压

患病率达到 25%左右，约 2.7亿人，糖尿病

患病人数达1.1亿，而这些都与高油饮食习

惯特别油脂营养品质密切相关。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每人油的摄入量是

25-30克，但实际现在居民每人每天平均

摄入量达到 60克以上，全国大约 80%的家

庭均处于超标的水平。因此控制油脂摄入

量和摄入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3.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反式脂肪

酸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它会显著增加

体内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水平，大大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风险因子。油脂煎炸

或高温下易产生反式脂肪酸，因此在人们

的日常摄取油脂时，应当尽量避免食用反

式脂肪酸，更要科学用油。

三、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选
择食用油脂呢？

大体上我们把食用油脂分为以下几

类。

1.首先是高亚油酸型油脂。代表油脂

有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红花油、小麦

胚芽油等，这类油脂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较高，以亚油酸为主，难以凝固，耐热性

差，煎炸或反复受热后特别容易氧化聚合，

对身体有害，所以这类油脂不适于高温爆

炒，更不适合做油炸食品。

2.第二类是均衡型油脂。这类油脂各

类脂肪酸比较平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花

生油，低芥酸菜籽油，芝麻油也大致可以归

于这一类。花生油中所含的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大

概是 3∶4∶3。它富含维生素E，风味好，耐

热性也不错，适合用来做一般炒菜。

芝麻油的优势在于它有沁人心脾的美

妙香气。它不能精炼，传统使用压榨法或

水代法生产，使其中天然成分原样保存在

油里。这就成全了其中的维生素E和著名

的抗氧化物质芝麻酚，以及磷脂和植物固

醇这些有益于控制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

的成分。不过，芝麻油不适合炒菜，因为没

有经过精炼处理，油烟比较大，而油烟非常

不利于健康，且加热后香气会大大损失。

正因为芝麻香油中的香气不能经受高温加

热，只能用于凉拌、蘸料，或者做汤时添加，

而且香气浓郁，它也非常适合用来做低脂

烹调的菜肴。

传统的高芥酸菜籽油脂肪酸构成不理

想，目前已经被低芥酸的改良品种菜籽油

所替代。这类菜籽油的脂肪酸比例都呈

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其饱和脂肪

酸比例低于花生油，亚油酸也比较少，而

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的比例高于花生

油，从脂肪酸比例角度而言更有健康优

势，热稳定性也比豆油和玉米油好。总体

而言，菜籽油适合用来炒菜，但不适合用

于爆炒或油炸。

3.还有一类是高油酸型。其单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特别多，油酸丰富，放在冰箱里

不凝固，耐热性较好。最具代表性的是橄

榄油和茶籽油，橄榄油是名声最好的油

脂，含量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对控制

血脂有益，橄榄油并非完全不能加热，而

是要有区分，淡绿色、橄榄青涩味浓郁的

初榨橄榄油的确不适合于加热炒菜，但淡

黄色、经过精炼的普通橄榄油产品用来炒

菜炖菜都没有问题，但也需要控制温度，不

要冒油烟，避免受热后发生反式异构化，或

者发生氧化。

相比于橄榄油，国产茶籽油在营养成

分上完全不逊色，其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甚至比橄榄油还要高，油酸含量达到

80%以上，健康作用一点不比橄榄油差。

茶籽油和橄榄油一样，耐热性较好，适合用

来日常炒菜，也可以作为拌凉菜的色拉油。

4.最后一类饱和型的代表油脂是棕榈

油、椰子油、猪油、牛油、黄油等。特点是饱

和脂肪酸相当多，稍凉一点就会凝固，耐热

性最好。棕榈油是仅次于大豆油的世界第

二大食用油，也是国际市场上最便宜的烹

调油，其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含量

比较均衡，棕榈油为深橙黄色，除了维生素

E之外，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是胡萝卜

素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其起酥性也比

较好，做煎炸食品和点心酥点时口感比较

酥脆可口。由于煎炸会破坏胡萝卜素和维

生素E，故用棕榈油制作的煎炸食品并无

提供维生素的价值。

而椰子油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品种，它

的饱和程度最高，也就是说，耐热性最好，

做煎炸爆炒都没问题。其所含有的月桂酸

是一种中链脂肪酸，可以直接被吸收入血，

人体对它进行氧化分解的速度更快。一些

研究提示，在同样热量和同样脂肪数量下，

椰子油可能更不容易让人长胖。

总之，所谓不同油脂的替换，意思是

在一、二、三类的不同类别中替换，否则所

得到的脂肪酸是基本一样的，耐热性也是

一样的，就起不到实际替换作用了。比较

理想的方式，是用不同耐热性的油脂来

做不同的菜肴，这样无需特别调和，就自

然而然地实现了不同油脂的配合。日常

做菜的时候，要尽量降低烹调温度，避免

冒出油烟。明显冒油烟不仅意味着温度

超过 200℃，对食物营养成分有破坏，而

且有使蛋白质食材产生致癌物的危险，

还会招来脂肪的热分解和氧化聚合，对

健康非常不利。

跌倒是全球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二

大原因，是老年人因伤害就诊的首位原

因。全球每年估计有68.4万人因跌伤而

死亡，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最大。

老年人跌倒以后，往往会给自己、家庭以

及社区带来很大的负担。那么怎么才能

减少跌倒的发生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改善。

一、着装
衣服裤子要宽松舒适，裤子的长度

不要超过脚踝，穿着防滑、软硬适中、合

脚的平底鞋，要根据自己的视力情况佩

戴合适的眼镜。

二、饮食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饮食少盐、少

糖、少脂肪。

三、起居
任何时候起身速度都要慢，以免引

起头晕而跌倒；进出光线不同的地方时，

要静等眼睛适应之后再走；不攀爬到高

处取物。

四、出行
上下楼梯时要先看清楚阶梯再挪

步，并扶好扶手；不在湿滑的路面行走；

走路时要注意避让地面的障碍或杂物；

外出要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横道，注意

观察路面情况，避让转弯车辆；乘坐公共

交通时，有序候车，等车辆停稳后再依次

上、下车。

五、合理用药
药物会对人的神智、精神、视觉、步

态、平衡等方面造成影响从而引起跌

倒。建议老人服药遵循一下原则：请医

生检查自己服用的所有药物，按医嘱服

药；了解药物的副作用，注意用药后的反

应，用药后适当休息，动作宜缓慢；不要

随意乱用药，避免同时服用多种药物；每

天的服药时间尽量固定；注意药物的保

质期，不能服用过期的药物。

六、使用辅具
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不适选择相应

的辅具（手杖、肘杖、腋杖、助行器）；无论

哪种质地的辅具，要轻便、质量好；辅具

的长度要适合个人身高；辅具顶部面积

要相对较大，以免长时间与身体触压引

起不适；辅具的底部要有防滑而有韧性

的橡胶套头，如发现磨损严重，请及时更

换。

七、心理健康
过度自信、情绪波动大，或者因为害

怕跌倒而不活动，降低了活动能力，都会

使跌倒的危险性提高。要对不良心理状

态及时进行调节，保持乐观开朗的生活

态度。

八、家居环境
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内都应保持明亮

且不刺眼的光线（特别在起夜时）；清除

不必要的台阶、门槛、杂物、电线等；擦拭

掉地面的水渍、油渍，放置并固定防滑

垫；过道、卫生间等处应安装扶手，家具

的高低、软硬程度要适中，不带轮子。家

居环境布置尽量简洁、固定，使老年人熟

悉生活的空间。

九、运动锻炼
运动前要适当热身；运动中适当

安排休息，稍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运

动应由易到难，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运动后做适当整理运动；要在安全的

场所运动。坚持进行规律的体育锻

炼，增强肌肉力量、柔韧性、协调性、平

衡能力、步态稳定性和灵活性，从而减

少跌倒的发生。

防止老人意外伤
全面应对防跌倒

这些食用油的知识你知道吗

油要换着吃 炒菜别“冒烟”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