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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康

寻医问药 政策咨询 投诉建议
市民朋友可以拨打卫生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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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

宣传主题为“女性与糖尿病——我们拥

有健康未来的权利”。

一个健康新生命的诞生绝非易事。

高血糖是妊娠期最常见的健康问题，1/6
的新生儿是由妊娠期高血糖母亲分娩

的，而妊娠期的高血糖，主要归因于妊娠

合并糖尿病（GDM），因此，控制血糖对

于孕妇和新生儿都非常重要。

妊娠糖尿病呈上升趋势

GDM是指妊娠前糖代谢正常或有

潜在糖耐量减退、妊娠期才出现或确诊

的糖尿病。GDM发生率世界各国报道

为 1%～14%，我国发生率为 1%～5%，近

年有明显增高趋势。GDM的发生，同人

群糖耐量受损、肥胖和Ⅱ型糖尿病的患

病率相关，且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

均呈上升趋势。在当前妊娠年龄升高的

形势下，生活方式的改变伴随着育龄妇

女的体重超重、肥胖、孕期营养过剩等，

越来越多的女性被纳入GDM高危人群。

GDM的高危因素包括种族和母亲

因素，如妊娠年龄较大、妊娠前超重或

肥胖、妊娠期体重过度增长、身材矮小、

多囊卵巢综合症、糖尿病家族史以及

GDM 病史等。但是，仍约有一半无上

述高危因素的孕妇在妊娠期被诊断为

GDM。

GDM的诊断推荐采用75g口服葡萄

糖耐量试验(OGTT)一步法。孕妇在妊

娠期，尤其是孕 24-28周时应常规进行

75g OGTT检查，若检查结果中，孕妇空

腹血糖为5.1-6.9mmol/L(92-125mg/dl)，
服糖后 1 小时血浆葡萄糖≥10mmol/L
（180mg/dl），服糖后 2 小时血浆葡萄糖

达到 8.5-11.0mmol/L（153-199mg/dl），

出现一项以上结果便可诊断为GDM。

早中晚期全面血糖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GDM对孕妇及胎儿

会造成许多危害。对于母亲可增加剖宫

产、肩难产、妊娠期高血压（包括子痫前

期）和远期Ⅱ型糖尿病的风险；对于子

代，可引起巨大儿、产伤、新生儿低血糖、

红血球增多症以及高胆红素血症等。

如何避免GDM可能对母儿造成的

危害？在备孕期、妊娠期及产后都需要

进行预防及干预。

在备孕期间即做好保健工作。对育

龄女性进行孕前的健康评估和干预管理，

可以改变一些可能会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的孕前行为、健康状态和社会因素等。高

达 90%的育龄女性在怀孕前患有一项或

多项合并症，如贫血、营养不良、肥胖、糖

尿病、高血压和甲状腺疾病等，通过孕前

保健，这些合并症都可以得到改善，从而

减少对妈妈和宝宝的近期和远期结局的

影响。只有在孕前和孕早期将血糖控制

在正常范围，才能降低与孕妇高血糖相关

的胎儿先天性畸形的发生。

在做好充足的孕前保健后，怀孕期

间也有很多注意事项。首先，按时做好

产前保健，每 1-2周监测体重、血压及尿

蛋白水平。如孕妇已经被诊断为GDM，

则从诊断后至胎儿足月期间，需每 2-4
周对胎儿大小进行彩超测量及临床评

估。

同时，妊娠期还应积极做好血糖监

测与控制。如孕妇发生低血糖时，应及

时摄入 15g碳水化合物（糖、快速吸收的

片剂或甜味液体），同时家庭成员也应该

学会使用血糖仪，以备不时之需。孕期

血糖控制可以从控制体重增加、营养干

预、体力活动以及药物治疗入手。另外，

分娩时机以及方式的选择也很重要，应

根据产妇产时血糖控制情况、依从性、血

管疾病、死产史及胎儿大小等，决定分娩

的时机及方式，避免肩难产的风险。

产后管理同样重要。产后是对母亲

及宝宝近远期并发症进行及早干预的重

要时期，产后管理不仅处理母儿在围产

期出现的各种并发症，还包括对母儿远

期发生肥胖、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血

压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早期预防，包括

预防控制感染，鼓励和支持GDM孕妇分

娩后进行母乳喂养。GDM患者分娩后

还应进行避孕，使下次妊娠和本次妊娠

有适当的间隔期。即使在产后通过血糖

检测没有被诊断为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

的GDM患者，仍然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系

统疾病的高危人群。

无论GDM患者产后早期血糖状态

如何，都应鼓励GDM患者在产后继续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饮食和运动来

控制体重，以降低远期发生糖尿病和心

血管系统疾病的风险。

每年冬季，是流感肆虐的季节。流感

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

以感染鼻、喉和肺部。与普通感冒相比，流

感的症状更加严重，容易发生严重并发症

如肺炎、心肌炎等，甚至引起死亡。据世界

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有5%-10%成人和

20%-30%儿童罹患流感，导致 300万-500
万严重病例和25万-50万病例死亡。

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和控制流感

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并可以减轻流感的严

重程度。流感流行的高峰一般出现在 12
月至次年 2月，在流感流行高峰前 1-2个

月接种流感疫苗能更有效发挥疫苗的保护

作用，因此，每年 10至 11月是接种流感疫

苗的最佳时间。

预防流感的6个建议

1.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在生活中保持

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加运动，锻炼身体。

2.保持手部卫生，尤其在咳嗽或打喷

嚏后、就餐前或接触污染环境后要洗手，咳

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尽

量避免触摸眼睛或口鼻。

4.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注意气温变

化，及时添加衣物。

5.流感高发期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

6.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的4个作用

1.减少感染机会:当疫苗株与流行株

高度匹配时，在 65岁以下人群中，疫苗预

防流感的效力达70%-90%。

2.减轻流感症状：一旦感染流感病毒，

可出现发热、不适、肌痛及其它全身性不良

反应，并持续 1-2周。对于流感病毒目前

没有特别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接种流感疫

苗可降低老年人流感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减少流感相关住院及死亡病例。

3.减少学生的缺课和缺勤：流感的传

染性较强，易在儿童、青少年聚集的幼托机

构或中小学暴发疫情。有调查显示，有

33.25%的学生会在发病后坚持带病上课，

这是导致学校流感暴发的“源头”。一旦流

感流行可引起大量学龄儿童因患病而缺课

和父母的缺勤。

4.建立保护圈:在各阶段儿童中，6月

龄以下婴儿的流感相关住院率和死亡率是

最高的，但 6月龄以下婴儿不能接种流感

疫苗。给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

护人员接种流感疫苗，建立家庭流感保护

圈，从而保护宝宝远离流感的威胁。母亲

在怀孕期间也可接种流感疫苗，能有效预

防母亲和新生儿罹患流感。

建议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

根据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感疫苗

接种意见，流感疫苗接种的对象除了 6个

月以下婴儿不推荐以外，其他任何年龄的

人群都可以每年接种。重点推荐孕妇、婴

幼儿、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和医务人

员接种。

跌伤是世界各地意外或非故意伤害死

亡的第二大原因，全世界每年估计有 64.6
万人因跌伤而死亡，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

所占比例最大。老年人平衡功能的减退和

肌肉力量的下降是导致跌倒的重要原因。

实践证明，宽松舒适的穿着、安全可靠的环

境、坚持适量的运动和对疾病的正确应对，

都能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可如果做足了

措施，还是不小心跌倒了，老年人该怎么做

呢？

自救：保持体能体温
寻求帮助

老人发生轻微跌伤如何自救？如背部

先着地，首先应弯曲双腿，挪动臀部到放有

毯子或垫子的椅子或床铺旁，然后使自己

较舒适地平躺，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可

能要向他人寻求帮助。无他人帮助的情况

下，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分后，尽力

使自己向椅子的方向翻转身体，从仰卧位

变成俯卧位。然后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

部，弯曲膝关节，尽力使自己面向椅子跪

立，双手扶住椅面，以椅子为支撑，尽力站

起来。休息片刻后打电话寻求帮助，及时

向家人或亲友报告自己跌倒了。

如果跌伤较为严重，无法自行起身怎

么办？首先，千万不要强行起身，然后，把

自己调整到一个较舒适的姿势，也可就近

搜寻靠垫、毯子等物品帮助自己保持体温，

然后按所在位置选择合适的求救方式，可

以直接呼救（注意保持体力及周围动静）或

通过敲门等方式引起他人注意，旁边有电

话的可直接拨打 120求助，然后让自己舒

适又温暖地静躺等待救援。

他救：拨打 120 为老
人保暖等待救援

如果你不懂急救，请立即拨打 120求

助，再在周围寻找合适物品为老人保暖，陪

着老人静待救援。

如果你具备急救能力，也请先拨打

120求助，再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根据老

人现场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有外伤、出血

者，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者，将头偏向

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

畅；有抽搐者，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

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

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

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

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

措施；如需搬动，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总而言之，老人跌倒之后应该自己或他

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然后调整到

舒适的姿势，并想办法保持体温，静待救援。
糖尿病是目前严重影响居民健康

的慢性病之一，社区糖尿病患者普遍存

在“三低”现象，即发现率低、治疗率低、

控制率低，很多患者缺乏糖尿病药物和

非药物治疗知识，对糖尿病并发症的危

害认知不足，且部分社区缺乏糖尿病并

发症检查设施和技术手段，导致许多病

人因糖尿病并发症致残、致死。

根据《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 2015

年-2017 年行动计划》文件精神，围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全民健

康促进行动、深化国家卫生区创建等

工作要求，遵循“政府主导、校社合作、

专业支撑、市民参与”的工作原则，张

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糖尿病健康管

理作为慢病管理工作的切入点，与上

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合作，积

极在社区开展II 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

筛查工作。此举措可进一步提升健康

社区建设的社会动员和支持能力，积

极整合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资

源，拓展健康促进的支持性环境构建

和健康传播的渠道与方法，积极探索

慢病管理的新模式。

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

公共健康学院，开展社区II型糖尿病患

者开展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工作，检查

内容包括：体格检查（血压、身高、体重、

腰围、臀围、视力）、生化检查（空腹血

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

脂、肾功能、尿肌酐、尿微量蛋白等）、眼

底检查、周围神经检查（多伦多量表）、

体脂仪检测、B超检查、问卷调查、中医

体质辨识等内容。

此外，张江社区还通过筛查建立

社区糖尿病患者基础数据库，为制定

社区糖尿病管理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依托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

院在科、教、研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市

民健康自我管理的形式，指导患者制

定个性化的个人行动计划，积极开展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纠正糖尿

病患者在治疗与生活中存在的误区，

推广糖尿病患者健康生活方式，树立

糖尿病可防可治信念，减少糖尿病患

者并发症，逐步提高糖尿病患者的健

康素养和生活质量。

校社合作探索慢病管理新模式
——张江社区开展Ⅱ型糖尿病筛查工作

甜蜜孕妈远离“甜蜜”更健康
流感高发季临近 接种疫苗正当时

老年人跌伤如何进行自救和他救？

妊娠期孕妇应积极做好血糖监控。 □东方 IC 供图

1.对鸡蛋或对疫苗中的任一成份过敏的人群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发热、急性感

染期、慢性疾病急性发作者应推迟接种。

2.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可维持6-8个月。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会显著降低，加

上流感病毒的不断变异，因此每年都需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一般接种流感疫苗

2-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在流感流行高峰前1-2个月接种流感疫苗能

更有效发挥疫苗的保护作用。

3.流感疫苗在我国属于第二类疫苗，市民可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费、自愿接

种。关注疾控U健康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U服务——接种门诊，即可了解浦东

新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及服务时间。

TIPS 疫苗接种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