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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近日，常州市地方标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理发场所复工卫生要
求》由常州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并
开始实施。

该标准由常州市卫生监督所负责
制定，于2020年3月10日通过专家评
审。旨在进一步落实江苏省政府《关于
加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指导意见》，指导全市理发场所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精准科学地做好复
工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和卫生管理工作。

标准起草重点参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疫源地消毒总则》等法律法规，在
已有国家相关方案、指南和标准的基
础上，结合我市疫情防控实际，进一步
规范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理发场
所复工的基本要求、防控措施要求和
疫情应对要求。

当前，常州市理发场所正处于有
序复工复产过程中，这项地方标准的
颁布实施，为全市理发场所经营单位
复工提供了技术指导，同时也为全市
卫生监督机构对理发场所经营单位复
工的卫生监督检查提供了技术支撑，
对打赢理发场所复工阶段疫情防控阻
击战，保障理发场所从业人员和消费
者的健康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卫监

常州卫监制定地方标准

助力疫情防控期间理发场所复工

血压有波动很正常

人的血压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受
到身体状态、环境温度、情绪、饮食变
化的影响。血压波动幅度大，正是老
年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特点。

疫情期间，患者无需每天频繁测
量血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焦
虑，这样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血压
越量越高。

那如何合理监测血压呢？建议每
日早上和晚上各测2次血压。测量前
应排空膀胱并坐位休息5分钟，测量
时间间隔1分钟，取平均值。

控制目标值心中有数

老年人高血压的控制目标是为了
减少靶器官损害，降低死亡风险，有没
有疫情，目标值都是一样的。根据最
新高血压诊治专家共识，年龄≥65岁
的老年人推荐血压控制目标＜150／
90mmHg，若能够耐受可降至140／
90mmHg以下。

有急症立即看病别犹豫

疫情期间，血压轻度不稳的老年
患者可就近到社区医院随诊，调整治
疗。当血压短期显著升高到 180/

120mmHg，甚至更高，伴有头痛、恶
心呕吐、视物模糊、胸闷，甚至抽搐、意
识障碍（嗜睡、意识模糊、昏迷）等高血
压急症表现时，应立即拨打120或999
到上级医院急诊就诊。

警惕体位性低血压

另外，老年人也是体位性低血压
高危人群。疫情期间活动空间变小，
活动减少，人容易久坐或久卧，因此起
立或起床时动作应缓慢。做些轻微的
四肢准备活动，有助于促进静脉血向
心脏回流，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降低跌倒风险。

疫期老年慢病患者如何“自治”

稳定者每周自测5至7次

疫情期间，糖尿病患者无法及时
监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降糖效果，
此时可以选择居家自测血糖的办法。
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血糖稳定者每周抽查血糖5次或
7次。5次检测的时间点为：空腹、三
次餐后2小时、睡前；7次检测的时间
点为：空腹、饭后2小时（三餐后各一
次）、午餐前、晚餐前、睡前。

血糖不稳者需要规律检测空腹和
三餐后血糖。

不同的采血部位对检测结果是有
一定影响的，建议选取五指手指肚的
两侧，特别建议选择中指、无名指及小

指的指肚两侧。

血糖目标值要“个性化”

不同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差
异很大，因此血糖控制水平需要“个
性化”。

健康老年人（除糖尿病外，没有其
他严重疾病，认知功能正常，体能状态
良好）的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或餐前
血糖5.0-7.2mmol/L，睡前血糖5.0-
8.3mmol/L。

中间状态老年人（合并有多种慢
性疾病，日常生活活动受到一定限制，
或者有轻到中度的认知功能受损）的
血糖控制目标为：空腹或餐前血糖
5.0- 8.3mmol/L，睡 前 血 糖 5.6-

10.0mmol/L。
健康状况较差老年人（出现终末

期肾病，或者长期需要他人照护，或者
中重度认知功能障碍，或者日常生活
活动严重受限）的血糖控制目标为：空
腹或餐前血糖5.6-10.0mmol/L，睡前
血糖6.1-11.1mmol/L。

预防低血糖是重点

预防低血糖是老年人糖尿病管
理的首要关注点。相比年轻人，老年
人更容易发生低血糖，且危害程度远
超年轻人。老年患者一次严重的低
血糖，甚至可以抵消一年降糖带来的
收益。

心慌、手抖、出虚汗，无力且感觉

饥饿是典型的低血糖表现，这时的血
糖通常在3mmol/L以下，应迅速补充
糖分，喝糖水、吃饼干和面包等快速升
糖食物。

疫情期间，血糖轻度升高的老年患
者可优先进行饮食运动调整，血糖仍不
理想可到社区医院调整治疗。如果出
现血糖明显升高（16.7-33.3mmol/L，甚
至更高），同时数天到数周内口渴多饮
逐步加重，食欲下降，体力及体重下降，
恶心呕吐，口唇干燥，严重时可有血压
下降、意识模糊等情况出现，则可能已
出现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高渗高血糖综合征或者乳酸酸中
毒），需及时就诊。

据人民网

作为一名老年科医生，我最近常接到一些老年慢病患者的咨询电话，问题基本都集中在担心病情变化上，
比如，发现血糖高了，血压不平稳，出现胸闷气短等。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老年患者需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

疫情期间长期居家防护的老年慢病患者，的确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惑。《柳叶刀》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指
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群普遍易感，且重症病例大多基于慢病基础之上发生。因此，“一身多病”的老年人
既是易感人群，也是重症的高危人群，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说说老年慢病患者在居家期间如何减少就诊次数，
降低感染风险。

在疫情期间，居家老年慢病
患 者 都 适 用 于 下 面 的 健 康 指 导
建议。

健康的生活方式

1、保持良好心态。严峻的疫情及

其信息，难免令人情绪波动。老年人
的心理和机体调节能力差，很容易因
此造成血压、心率剧烈波动及内分泌
紊乱，使心脑血管疾病复发。建议老
年人适当“隔离”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
过载网络信息，科学看待疫情，以个人
爱好充实自己，分散注意力。

2、不为防疫盲目改变饮食习惯。
绝大多数慢病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
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及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饮食规律。疫情期间更要保持
平常心，不要出于防疫或提高免疫力的
目的，去吃一些平常不吃，甚至不该吃
的东西，更不要盲目摄入保健品。盲目
改变饮食习惯，可能会造成慢性疾病不
稳定，增加就医的可能性。

3、按时适量延续日常运动。疫情
迫使人们居家生活，但是对于老年人
来说，长达1-2个月的运动缺乏，会影
响血压、血糖的稳定，甚至加重肌少症
及衰弱，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因此，
按时适量地在室内延续日常活动的习
惯意义重大，比如，走路、做操或者打
太极等。

良好的用药习惯

1、坚持规律服药。高血压、糖尿
病、高血脂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
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且在原有疾病相

关症状和指标稳定的情况下无需调整
用药方案。疫情期间，切忌自行停药，
否则会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复发
风险。

2、了解用药不良反应。患者需关
注日常用药可能出现的严重不良反
应，一旦发现及时就诊。比如，服用阿
司匹林期间出现上腹痛、黑便，提示可
能消化性溃疡及消化道出血；服用他
汀类药物出现持续性肌肉酸痛，提示
可能出现肌炎或者肌溶解；服用美托
洛尔期间出现头晕、心率慢或者喘息、
呼吸困难，提示可能缓慢性心律失常
或者哮喘发作。

3、成分相同则药效无本质区
别。疫情期间一些患者选择就近到
社区或药店买药，可能会碰到这种情
况：自己常吃的药没货，但有另一种
药物化学成分相同，但生产厂家不
同。能不能吃呢？只要化学成分、剂
型和规格相同，理论上药效就没有本
质区别，只是在辅料和工艺水平上会
有所不同。因此，买药时重点关注药
物化学成分、剂型（片剂、胶囊，缓释
片、控释片和普通平片）及单药剂量
规格等信息即可。

除了以上共同适用的健康指导建
议之外，我们围绕高血压、冠心病、脑
卒中、糖尿病等几种疾病，介绍一些具
体的疾病健康指导建议。

冠心病的核心表现为冠脉供血
不足引起心肌缺血，下列表现意味
着冠脉情况不稳定，需及时就诊。

1、出现新的症状，比如胸痛、
胸闷、心慌、喘憋、晕倒等。

2、原有症状出现明显变化，
轻微活动，甚至休息时也出现胸

闷胸痛，发作明显频繁，持续时间
延长，程度加重，并且出现了以前
没有的伴随症状，如出汗、心悸、
呼吸困难等。

3、胸闷胸痛服用硝酸甘油无
效，持续不缓解，即刻拨打120呼叫
急救车。

初发脑卒中快速识别秘诀“中风
120”，同样适用于脑卒中复发，只需3个
步骤，就能判断是否为脑卒中。

“1”看（1张脸）：不对称、口角歪斜；
“2”查（2只胳膊）：平行举起，单侧无力；
“0”听（聆听语言）：言语不清，表达

困难。

如符合上述任一情况，就应高度怀
疑颅内出现新发病灶，即刻拨打120。

脑出血来势凶猛，通常表现为剧烈
头痛伴喷射性呕吐，数分钟至数小时内
出现肢体无力、抽搐、言语不清、眼睛向
一侧凝视、意识模糊或昏迷。出现上述
情况，即刻拨打120。

健康生活和坚持服药缺一不可

高血压患者 无需一天多次测血压

冠心病患者 警惕冠脉不稳定情况

糖尿病患者 三类老年人血糖目标值不同

脑卒中患者 学会“中风120”识别秘诀

3月20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常州现代口腔荷花池店正式开
诊复工。

为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确保市民的就诊安全，根据江苏省
卫生健康委下发的《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指
出的感染防控标准与国家卫健委的要
求，现代口腔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建
立完善的疫情防控机制，为患者营造
一个安全、健康、放心的就诊环境。

现代口腔设立预检分诊点，并为

其配备红外线体温枪等、免洗消毒液、
个人防护用品；由分诊台指导所有进
入诊所客人正确佩戴口罩，引导进行
手消；询问客人及家属流行病学史，并
填写《齿科诊所就诊登记表》；提前准
备好第二天预约客人信息（如就诊时
间、约诊医生、诊疗项目等），并避免在
未消毒时带用户进入同一诊室。

现代口腔表示，疫情期间暂时只
接待预约客户，实行实名制、分时段预
约制就诊，请大家提前通过微信公众
号、电话等方式预约。 越声

疫情期间，免疫力就是“防护
服”。随着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
体态势的积极向好，很多人开始返岗
复产复工，大家的接触越来越密切。
那么，如何“提自身之正气”呢？重营
养、强体魄、好心态，你是否做到了？

提到重营养，不少人想象中是：鱼
禽畜蛋奶，都是好蛋白，到我碗里来！
的确，优质蛋白质对增强抵抗力非常重
要，但还有一大类食物也是“防疫排头
兵”。这类食物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富
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B族维生素、钙、
铁等维生素、矿物质，与机体免疫屏障
的构成与维护、以及能否产生清除病毒
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这类食物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和很多不为人知的植物化学物，在促
进肠道蠕动、帮助肠道益生菌增殖、抗
炎、预防肿瘤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您
猜到了吗？这类食物就是——蔬菜！

简而言之，我们要多吃蔬菜，做到
餐餐有蔬菜、多选深色蔬菜。那么，具
体怎么做呢？

第一步，保证蔬菜总量（每人每天
一斤菜），深色蔬菜占一半（每人每天
250克），并有适量菌藻类。

第二步，要做到品种多、颜色深。
每人每天蔬菜至少4种（含1种深绿色
叶菜、1种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1种其
他深色蔬菜），每周不少于10种。

不同种类蔬菜的营养成分含量差
异大，多种蔬菜搭配着吃、换着样吃才
更有营养。深色蔬菜则比浅色蔬菜含
有更多的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钾、
钙、植物化学物等。此外，绿色叶菜、
高钾低钠蔬菜有利于降低2型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风险，要特别注意
选购。

深绿色叶菜

常见蔬菜：菠菜、落葵（木耳菜）、
荠菜、绿苋菜、蕹菜（空心菜）、茼蒿、茴
香、油麦菜、香菜、冬葵（冬寒菜）、菜
薹、乌塌菜、鸡毛菜、油菜、小白菜（青
菜）、盖菜（芥菜）、快菜、苦荬菜（苦
菜）、红薯叶、芹菜叶、莴笋叶、萝卜缨、
豌豆尖等

营养特点和采购建议：富含胡萝
卜素、B族维生素、维生素C、钙、钾、镁
等，每天最少1种，不少于125克，每周
7～10种。糖尿病人每天深色叶菜最
好达到175克。

其他深色蔬菜
（包括深红、深紫、深黄等）

常见蔬菜：胡萝卜、番茄、南瓜、红
辣椒、彩椒、紫背天葵、红苋菜、紫甘
兰、金针菜（黄花菜）、青蒜、韭菜、豇
豆、白豆角、西洋菜等

营养特点和采购建议：富含胡萝
卜素，是体内维生素A的重要来源，每
周5～7种，所有深色蔬菜的量每天要
满足250克。

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

常见蔬菜：上述深绿色叶菜（除外
油麦菜、蕹菜、红薯叶）、西兰花、甜椒
（柿子椒）、青椒、苦瓜、芥菜（雪里蕻）、
圆白菜（卷心菜）、大白菜、蒜苗、苤蓝、
水萝卜、樱桃番茄等

营养特点和采购建议：这类蔬菜
富含维生素C（>30mg/100g 可食部），
成人每日维生素 C 推荐摄入量为
100mg，每天应摄入这类蔬菜100～
175克以满足机体对维生素C的需要。

高钾低钠的蔬菜

常见蔬菜：鲜豆类蔬菜（毛豆、蚕
豆、豌豆、油豆角、刀豆、豆角、四季
豆）、红辣椒、彩椒、樱桃番茄、苦瓜、蛇
豆（蛇瓜）、南瓜、蒜苗、韭菜、红菜薹、
竹笋、春笋（鲜）、百合（鲜）、南瓜藤、菱
角、芋头等

营养特点和采购建议：这类蔬菜
高钾低钠（钾>200mg/100g 可食部、钠
<10mg/100g可食部），是高血压患者应
该多选用的蔬菜。

第三步，餐餐有蔬菜。
早餐最少要有1种蔬菜，至少50

克。可以是单一蔬菜，例如炒豆芽菜、
杏仁菠菜、黄瓜、樱桃番茄、蒸南瓜等，
也可以把蔬菜加入主食，例如疙瘩汤、
热汤面、三明治、蔬菜卷饼、糊塌子、菜
团子等。

其次，中餐、晚餐至少各有不同的
2~3种蔬菜，蔬菜的量要占整个餐盘的
1/3，中餐最好能达到250克，晚餐最好
达到200克。

吃菜小技巧

（1）首先搭配好每天早餐的蔬菜。
（2）每天至少选择一种深绿色叶

菜，不重样，一周至少7种。
（3）选择其他的深色蔬菜、富含维

生素C、高钾低钠蔬菜。
（4）选择豆类蔬菜、薯类、菌藻类、

芽苗菜、笋类等进行搭配。
据人民网

现代口腔荷花池店迎来开诊复工

防疫重营养强体魄

每天吃这些提高免疫力

时 间
3月24日（周二）14:30-15:30
3月24日（周二）14:30-15:30

3月24日（周二）—3月29日（周日）
3月24日（周二）—3月27日（周五）
3月24日（周二）—3月27日（周五）
3月25日（周三）14:30-15:30
3月25日（周三）14:30-15:30
3月25日（周三）20:30-21:30
3月26日（周四）14:30-15:30
3月26日（周四）14:30-15:30
3月27日（周五）09:00-09:30
3月27日（周五）14:30-15:30
3月28日（周六）19:00-20:00
3月30日（周一）14:30-15:30

地 点
3号楼24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常州市儿童医院康复科”微信公众号
“常州市儿童医院皮肤科”微信公众号

“常州市儿童医院发育行为科”微信公众号
1号楼17楼肿瘤科“聚爱护理”健康教育课堂

2号楼9楼神经外科示教室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微信平台

3号楼24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线上授课
3号楼24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产科重磅专家社群课堂
3号楼24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志愿服务内容
《正确注射胰岛素及防治低血糖》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康复患儿在线咨询及指导

皮肤相关疑问在线咨询及指导
生长发育在线咨询及指导

《肿瘤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患者肢体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健康讲座

“欢聚一糖”微课堂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更健康》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女性异常情绪——女人 孩子 家庭

《血糖的自我监测&糖尿病足的防治》健康讲座
胎教与亲子关系

《正确认识糖尿病》健康讲座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