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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严重患者可致截肢

临近春节，糖尿病患者应注意合理饮食避免诱发糖尿病足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张丽仪）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严重

的并发症，可能导致截肢。 广州和平骨

科医院创伤显微手足三科主任古欣庆

表示，该院去年接治因手足外伤而引起

糖尿病足的患者人数上升，比往年激增

2~3 倍，糖尿病足危害大，应早防早治。

在春节期间，糖尿病患者应保持合理饮

食和运动。

非外伤截肢超半数因糖尿病足

古欣庆告诉记者，糖尿病足的发生

源于糖尿病患者血糖浓度高，破坏人体

的血管和神经系统， 初期表现为多饮、

多食、多尿和体重减轻，并伴有软弱乏

力、全身瘙痒、餐后反应性低血糖和视

物模糊（

血糖高导致眼底动脉硬化

），直

到末梢神经被破坏、坏死。 在外伤的诱

导下，足部就会产生久治不愈的溃疡和

糜烂。 糖尿病足的早期表现有脚发凉、

怕冷，皮温低，皮肤苍白或青紫、水肿，

小腿抽筋、疼痛，出现伤口时经久难愈。

此外， 糖尿病还会损伤腿部和脚的神

经， 足部神经病变会出现异常感如疼

痛、麻木、灼热和针刺感等，因此出现上

述症状后， 应考虑糖尿病足的发生，及

早预防及时治疗。

古欣庆介绍， 截肢是糖尿病最常

见、也是最严重的并发症，非因外伤截

肢的患者中， 有一半以上源自糖尿病

足。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糖尿病患者数

量将增至 5000 万人。 约有五分之一的

糖尿病住院患者是因糖尿病足入院，而

糖尿病足中， 截肢几率高达 26.9%，且

伤口将伴随终生。 目前，在再生医疗技

术的支持下，除非血管、神经完全坏死

的患者，基本都可保住肢体。

糖尿病患者修脚穿鞋应谨慎

古欣庆介绍，在往年中秋节，他收

治了 3 名“烂脚”患者，而他们自身并不

清楚已患上了糖尿病，仅是对自己脚伤

溃烂不愈十分着急。因脚被针扎却毫无

痛感、直到家人发觉其脚上伤口溃烂恶

臭的一名长者是个典型案例，直到收治

入院，他还不敢相信：“我怎么会血糖高

呢？ 我以前都没有糖尿病啊，医生你是

不是在吓我？”古欣庆告诉记者，这名长

者出现的正是糖尿病足的典型症

状———因足部神经病变痛感消失、伤口

经久不愈。

古欣庆指出，糖尿病足高危人群包

括长期血糖控制差者、 糖尿病 10 年以

上者、合并血管及神经病变者、男性吸

烟者、有足部溃疡既往史者和糖尿病的

其他慢性并发症者。同时，修脚刀、脚板

挫是糖尿病患者的“高危工具”，一旦使

用不慎令脚出现伤口，就会引发溃疡和

感染。 此外，高跟鞋与窄面皮鞋容易导

致脚面畸形，同样是导致糖尿病足的高

危因素。

患者春节期间应避免暴饮暴食

“糖尿病可引起抑郁和焦虑等负面

情绪，而负面情绪会导致胰岛素分泌减

少，加重病情，可能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因此患者应及时摆脱不良情绪，积极配

合医生治疗。”古欣庆表示，教育、饮食、

运动、药物和检测是治疗糖尿病的“五

套马车”，其中，科学饮食可减轻胰岛负

担、纠正代谢紊乱，并将体重和血糖控

制在正常范围。 原则上，应合理控制摄

入总热量，平衡膳食、各种营养物摄入

均衡，并称重饮食，定时定量少吃多餐，

这样可降低血糖波动。运动可扩张肌肉

血管，加强心脏活动，促进全身血液的

循环。 合理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减轻

体重，增强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

抵抗， 可改善血脂水平和心血管功能，

同时有利于疾病预防和心理健康。糖尿

病人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散步、打太极

等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促进自身血液

循环，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

临近春节， 古欣庆呼吁， 糖尿病

患者应避免暴饮暴食， 少抽烟喝酒；

社会及市民应关爱重视糖尿病足， 及

时发现及时治疗， 提高健康意识、 定

期检查血糖指标， 减少糖尿病足这种

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糖尿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

信息时报讯（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李楠）

感冒、咳嗽对许多人而言是司空

见惯的“小毛病”，通常自己吃点药就会

好， 但若盲目用药也会增加患病的风

险。 来自梅州的 23 岁女青年阿芬像往

常一样，一天猛灌 300 毫升枇杷露治咳

嗽。她万万没想到，咳嗽治好了，却出现

视力模糊、全身冒汗等症状。

疑是脑瘤被证伪

1 月初，在揭阳工作的阿芬突发全

身冒汗、脚底冰冷，更让她害怕的是视

力突然变得模糊， 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这样的症状断断续续发生， 通常持续

30 秒后好转，之后又再次出现，前后共

发作了 10 多次。

在家人的陪同下，阿芬到当地医院

就诊。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发现阿

芬的血糖很高。 降糖治疗后，阿芬的症

状缓解了不少。 进一步检查，医生发现

阿芬颅内出现胼胝体压部占位病变，考

虑脑瘤的可能性较大。这可吓坏了阿芬

和家人。

为寻求进一步的诊疗， 阿芬来到

了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该院神经内二

科主任钟水生接诊后， 发现阿芬是典

型的胼胝体压部“回旋镖征”。 换句话

说， 阿芬颅内的“占位病变” 并不是

肿瘤， 而是可逆性的胼胝体压部病变

综合征。

狂灌枇杷露引发血糖失控

经过进一步核查阿芬血糖异常的

指标，钟水生认为，阿芬的胼胝体压部

病变综合征是由于体液失衡引起的。在

反复的追问下，阿芬终于说出了引起此

次发病的原因。

原来，做饮料销售的阿芬因工作需

要，经常试喝饮料，她自己本身也非常

喜爱甜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阿芬已

患上了糖尿病。“这次咳嗽，阿芬依然像

往常一样， 没有遵照医嘱或说明书指

引，一天喝了 300 毫升的枇杷膏。”钟水

生解释，“大量服用高糖的枇杷露，会导

致血糖一下子失控，从而引起一系列的

症状。 ”

钟水生表示，经过血糖控制等对症

治疗后，阿芬的症状很快缓解。 虽然这

个病可逆，但今后一定要注意调整饮食

结构，控制血糖，避免引起更多的并发

症。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应定期体检，

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并根据自身

情况合理、规范用药。 现正处于流感高

发期， 使用感冒药等非处方药的时候，

一定要咨询医生或专业药师，切忌擅自

滥用药物。

知名博主鼻部注射不明材料变形

专家：鼻修复需“对症下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

日

前，“达拉斯全肋鼻 2.0 技术华南首

发仪式”在广州美莱举行。 百万人气

网红“暴走姐妹花”博主张瑾，成了首

位“美莱达拉斯全肋鼻 2.0 技术大咖

达人体验官”， 她现场讲述了自己曾

被非法“微整形”注射了不明材料后，

导致鼻部严重挛缩变形的经历，并希

望通过广州美莱鼻修复专家应用新

技术为她修复好鼻部。

美莱罗延平教授表示，张瑾鼻部

的不明注射物残留时间太久，刺激鼻

部皮肤挛缩非常严重，同时鼻背皮肤

很薄， 如用传统材料和技术来做手

术，术后极有可能会透光甚至戳穿鼻

尖。 移植自体肋软骨和腹直肌筋膜，

利用两大自体材料来稳定结构和避

免术后排异，对症下药，才可解决张

瑾的鼻部变形问题。

加马生物启动创业板上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

近

日，广东加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

启动创业板上市，宣布打造中医养肝

护肝上市第一品牌，同时标志着加马

生物正式迈开上市步伐。同时举行了

股权投资签约仪式。

记者了解到，加马生物将在年后

举办全国招商大会， 快速整合资源，

提高加马系列产品在各省市的市场

占有率。 加马生物主要经营由杰克·

韦尔奇管理咨询（

中国

）公司提供商

业模式的诊断与设计服务，采用线上

线下的渠道运作模式，运用社群营销

和自媒体分享方式，打造快速裂变的

销售系统。

广医二院器官移植中心

迁至番禺院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许咏怡

）日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下称“广医二院 ”）

器官移

植中心全面搬迁至番禺院区， 此后，

番禺院区周二、三、五全天开设门诊，

其中周二、五开设专家门诊。

记者了解到，昌岗院区门诊目前

调整为每周二至周五全天开诊，每天

均可检测药物浓度，由徐璐医生一人

坐诊，无专家门诊号，只能挂专科号，

暂定保留半年左右。番禺院区则在周

二、三、五全天开设门诊，其中周二、

五开设专家门诊。广州门特从现在开

始申请的、 或到期需要续诊的患者，

办理流程不变，但默认并自动将门特

转到番禺院区，生效后需到番禺院区

复查。

此外，器官移植中心春节放假期

间（2

月

4

日

~10

日

）门诊安排为：昌

岗院区于 2 月 9 日（

周六

）全天开诊，

番禺院区于 2 月 8 日（

周五

）全天开

诊，均可检测药物浓度。

感冒咳嗽狂灌枇杷露？

专家：超量服用枇杷露易血糖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