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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常 说家医

为提高群众对脑卒中防控意识，倡
导健康的生活行为，实现脑卒中的早
防、早诊、早治，1月7日，常州七院创伤
外科十五病区举办了一场“远离中风，
健康生活”专题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脑卒中是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主
要疾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脑卒中在我国以“高死亡率、高致残
率、高复发率、高发病率”占据首位，增
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七院创伤外科十五病区副护士长
李莉以PPT的形式向大家讲解了脑卒
中的识别、危害以及预防措施等，并介
绍尽早对相关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等进行控制，可以减少卒
中的发病率，而规范的康复治疗可以

让卒中后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残缺功
能，减少中风后遗症。课上，她还辅以
视频播放，手把手进行指导教学，建议
老年人在生活中要注意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饮食宜清淡等，指导老年朋友
健康的生活方式。

讲座结束后，参加活动的王女士
表示收获良多：“我邻居就是中风患
者，留下了严重的肢体偏瘫后遗症。
现在我明白了，只有通过正确的康复
治疗，才能提高生活质量。”

常州七院创伤外科自创建以来，护
理品牌“阳光课堂”已连续多年在院内、
医院周边企业、学校等不同机构进行急
救知识和技能宣教，不断收获好评。

七轩

2019年获溧阳市“最美医生”称
号，2020年获“常州市优秀家庭医生”
称号……溧阳市天目湖镇平桥卫生院
的医教科科长王永燕，用所学的“生理
—心理—社会”的全科诊疗思维模式
带给签约居民人性化、专业化的服务。

践行“扎根基层，精益求精，做好
居民‘健康守门人’”的初心与使命，
王永燕定期为居民制作健康处方，开
展健康教育，为居民免费检测血糖、
监测血压，以精细化服务为特殊患者
重建健康，良好的沟通、扎实的技术、
个性化的服务赢得了辖区居民的信
任和认可。

签约履约及上门服务的过程中有
很多的感人故事。有一位脑梗死偏瘫
卧床者钱老伯，王永燕通过专业判断，
认为他属于脑梗死恢复期，经过正规
的康复治疗康复可能性大。通过沟
通，她了解到钱老伯内心有诸多顾虑：
子女不在身边，怕给孩子们添麻烦，怕
增加孩子们的经济负担。

王永燕主动联系其子女，一通电

话犹如雪中送炭，解除了钱老伯的后
顾之忧，王医生随后协助其办理住
院。通过两个疗程的中药、针灸及康
复训练，患者偏瘫的肢体开始能活动
了。之后多次上门服务，她利用自身
中医特色专科优势，提供康复指导，
患者偏瘫侧高肌张力状态得以缓解，
精神状态逐日好转，日常生活逐渐能
够自理，钱老伯对王永燕赞不绝口：

“要不是有王医生，我老头子只怕会
一辈子瘫痪在床，哪会有现在这么好
的状态。”

46 岁的平桥村李先生，身高
170cm、体重88kg、腰围103cm，多次
测血压高达180/100mmHg，乡村医
生屡次建议服药，他坚决拒绝。一次
王永燕值夜班，李先生因感冒就诊，她
将其带去医院康复病区，李先生见到
比自己还年轻的患者瘫痪在床，终于
意识到高血压的危害，次日主动要求
进一步检查，尿常规提示尿蛋白阳性，
血管超声提示颈动脉混合斑块、颈动
脉狭窄，王永燕告知其产生原因及相
关风险，他听完主动要求治疗。三个
月减重13kg，李先生的腰围由原来的
103cm，变成现在的95cm,他逢人便
说：“多亏了平桥医院王医生，是我的

家庭医生救了我。”
正是这样口口相传，平桥卫生院

家庭医生的好评逐年增多。2021年
1月，家医签约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中，居民已熟知签约家医的重要性，
好几名错过家医团队下乡未签约者
主动找上王永燕门诊，要求续签。签

约工作顺利开展，居民日益增长的健
康需求让她感到一些压力，但更多的
则是动力。

勇做青春追梦人，争做健康守门
人，让青春建功家医事业。王永燕相
信，这团信念之火会越烧越旺！

何敏 赵霅煜

溧阳家医榜样：王永燕

立足专业优势，做实家医服务

所有的前驱糖尿病（prediabetes，
也称糖尿病前期）都是不一样的：在处
于2型糖尿病初期阶段的人中，有6种
明显可区分的亚型，这些亚型在疾病
的发展、糖尿病风险和继发性疾病的
发展上都有所不同。来自德国亥姆霍
兹慕尼黑中心糖尿病研究与代谢疾病
研究所（IDM）、图宾根大学、图宾根大
学医院以及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
（DZD）的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了这一
点。相关研究结果于2021年1月4日
在线发表在Nature Medicine 期刊
上，论文标题为“Pathophysiology-
based subphenotyping of individ-
uals at elevated risk for type 2 di-
abetes”。这种新的分类方法有助于
在未来通过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防止
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或糖尿病并发症的
发生。

在前驱糖尿病患者中，有六种可
明确区分的亚型，它们在疾病的发
展、糖尿病的风险和并发症的发展方
面不同。

糖尿病是一种世界性的流行病。
自1980年以来，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
增加了4倍。仅在德国，就有700万
糖尿病患者。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
上升。到2040年，德国2型糖尿病患
者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到 1200 万之
多。但2型糖尿病并不是一天产生
的。人们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糖尿
病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血糖水平已
经升高，但人们还没有生病。25年前
发 起 这 项 研 究 的 Hans- Ulrich
Häring教授（来自图宾根大学医院）
说，“对于处于前驱糖尿病的人来说，
直到现在还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发展
成糖尿病，是否会有肾衰竭等严重并
发症的风险，或者他们是否只会有一
种无害的形式：血糖水平略高，但没有
明显的风险。”

然而，这样的区分对于有针对性
地预防代谢性疾病以对抗糖尿病的
流行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在这项新
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取得了重要
突破。他们通过对前驱糖尿病人群
的聚类分析，发现了6种不同的糖尿
病风险亚型。对前驱糖尿病和糖尿
病的差异化分类，使得以一种适应疾
病发展的方式对糖尿病及其继发性
疾病进行个体化的早期预防和治疗
成为可能。

Häring教授和图宾根大学医院
的Andreas Fritsche 教授领导的一
个研究小组对仍被认为是健康人的前
驱糖尿病患者的代谢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测试对象（n=899）来自图宾根家
庭研究（Tübingen Family Study）和图
宾根生活方式计划（Tübingen Life-
style Program）研究。在过去的25年
里，他们在图宾根反复接受了密集的
临床、实验室化学、磁共振成像和遗传

检查。
根据血糖水平、肝脏脂肪、体脂分

布、血脂水平和遗传风险等关键代谢
参数，这些研究人员能够鉴定出6种
前驱糖尿病亚型。论文第一作者
Robert Wagner 教授对研究结果进
行了总结道，“与显性糖尿病一样，糖
尿病初期阶段（即前驱糖尿病）也有不
同的疾病类型，这些疾病类型在血糖
水平、胰岛素作用和胰岛素分泌、体脂
分布、肝脏脂肪和遗传风险等方面存
在差异。”

这6种前驱糖尿病亚型中的三种
（第1亚型、第2亚型和第4亚型）的特
征是糖尿病风险低。属于第1亚型和
第2亚型的研究参与者是健康的。苗
条的人是第2亚型的主要成员。他们
发生并发症的风险特别低。第4亚型
由超重者组成，他们的代谢还是比较
健康的。剩下的三种亚型（第3亚型、
第 5 亚型和第 6 亚型）与糖尿病和/或

继发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属于第
3亚型的人产生的胰岛素过少，患糖尿
病的风险高。第5亚型的人有明显的
脂肪肝，患糖尿病的风险非常高，这是
因为他们的身体对胰岛素的降血糖作
用有抵抗力。在第6亚型中，肾脏的
损害甚至在糖尿病被诊断出来之前就
已经发生了，因此他们的死亡率也特
别高。

但是，分为6种前驱糖尿病亚型
也能在其他队列中得到证实吗？为了
研究这个问题，这些研究人员将分析
范围扩大到伦敦Whitehall II队列
中的近7000名受试者，在那里，也鉴
定出6种前驱糖尿病亚型。

这些研究人员已经在制定进一步
的研究计划。Fritsche教授说，“接下
来，在前瞻性研究中，我们将首先寻求
确定这些新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
适用于将个体人员划分为风险群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具有高风险特征的
人可能在早期被识别出来并接受针对
性的治疗。

这些结果是基于图宾根大学医
院糖尿病研究部门在过去25年中对
糖尿病风险增加的人群进行的研
究。这项新的研究由德国研究基金
会、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巴登-符腾
堡州资助。

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Martin Hrabě de Angelis教授说，

“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的目标之一是
制定精确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即在合
适的时间为合适的人群提供合适的预
防或治疗。深入的临床和分子研究与
最先进的生物信息学相结合，使这一
国际重要成果成为可能。在2型糖尿
病初期阶段确定亚型，是在预防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的精准医疗方面迈出的
重要一步。”

据新浪

新研究揭示

前驱糖尿病可分为6种不同的亚型

为接轨国际国内顶尖医疗技术，
在迅速提升常州本地医疗水平的同时
造福儿童，常州市儿童医院领导班子
一行日前来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
步对接两家单位的合作事宜。

当天，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
和常州市儿童医院院长薛鹏共同签署
《上海市儿童医院与常州市儿童医院技
术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在原有合作的
基础上扩大规模，开展全院范围技术合
作，除了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教
学、医院管理等方面深入推进，还新增

肾脏科、消化营养科、耳鼻咽喉科、耳
科、儿童保健科等专科项目，实现疑难
重症会诊、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远程会
诊、上海高级专家来院坐诊手术等，让
常州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上海
同质化、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在随后举行的智慧医院建设工作
发展研讨会上，于广军介绍了上海市
儿童医院智慧医院建设的实践经验，
常州市儿童医院也就新医院项目中的
智慧医院建设谈了初步设想。

杨小霞 陈荣春

为保障常州市“两会”顺利召开，
监督指导接待宾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2021年1月3日，常州市卫
健委组织对市“两会”定点接待的中吴
宾馆、常州都喜天丽中航大酒店、福记
逸高酒店和常州马可孛罗酒店开展了
督查指导。

督查组由市卫健委张洪兵副主
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姚澄副局长带
队，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及负责保障的辖市（区）卫
生监督、疾病控制机构相关人员参
加了督查，督查内容重点围绕各接
待宾馆落实《常州市“两会”新冠疫
情防控保障工作方案》情况，监督和
指导各定点宾馆落实市“两会”新冠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现场重点检查

了定点宾馆是否做到相对封闭式管
理、宾馆服务人员的信息排查是否
真实全面、保障人员和服务人员核
酸检测是否落实、入口处红外线体
温检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临时医
务室和隔离室选址和流程是否合
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和二次供水
设施是否开展清洗消毒和检测、顾
客用品用具是否一客一换一消毒、
消毒间消毒设施能否正常运行、前
期预防性消毒落实情况等，对督查
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宾馆临时隔离室
设置等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方案。

在市“两会”期间，全市各级卫生
监督机构还将指派卫生监督员驻点各
定点宾馆和会场，实行驻点全程监督
检查；同时市卫生监督所还将开展对
定点宾馆和会场的巡查，确保常州市

“两会”的顺利召开。
卫监宣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督查市“两会”
新冠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常州七院举办专题讲座

“阳光课堂，救在身边”

常州市儿童医院：

推进常沪儿科“一体化”协作

时间

1月12日（周二）09:00-09:30

1月12日（周二）14:00-14:30

1月12日（周二）14:30-15:30

1月12日（周二）15：00

1月12日（周二）15:30-16:00

1月13日（周三）09:00-09:30

1月13日（周三）10:00-11:00

1月13日（周三）12:30-13:00

1月13日（周三）14:00-14:30

1月13日（周三）20:00-21:00

1月13日（周三）20:30-21:30

1月14日（周四）09:00-09:30

1月14日(周四）14:00-15:00

1月14日（周四）14:30-15:30

1月14日（周四）15:30-16:00

1月15日（周五）09:00-09:30

1月15日（周五）10:00-11:00

1月15日（周五）15:00-15:30

1月15日（周五）20:00-21:00

1月18日（下周一）09:00-09:30

1月18日（下周一）10:00-11:00

1月18日（下周一）20:00-21:00

地点

门诊2楼B2区

门诊2楼B2区

城中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儿童保健中心多功能室（诊室8）

门诊2楼B2区

阳湖院区二楼产科门诊候诊区

特需产科门诊（门诊2楼B2区）

门诊2楼B2区

阳湖院区产科妈妈群

城中院区内分泌科微信平台

门诊2楼B2区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15楼内分泌科

城中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儿童保健中心多功能室（诊室8）

门诊2楼B2区

阳湖院区二楼产科门诊候诊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2号楼三楼

阳湖院区产科妈妈群

门诊2楼B2区

阳湖院区二楼产科门诊候诊区

阳湖院区产科妈妈群

志愿服务内容

妊娠风险筛查，您中招了吗？

瑜伽球操（精品课）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向日葵”新手爸妈课堂

儿童语言发展家长课堂（精品课）

母乳喂养系列知识

母乳喂养的好处

直播：孕期B超数据全解读

准爸爸训练营——黄疸、呛奶、接种的观察与护理

线上直播课

“欢聚一糖”微课堂

孕期四种营养素的补充

糖尿病知识健康宣教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婴幼儿早期潜能开发4-6月龄（精品课）

自然分娩与剖宫产的正确选择

自然分娩的好处

讲座《了解儿童抽动症》

线上直播课

产前怎么抑郁了？

分娩前准备

线上直播课

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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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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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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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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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表
（1月12日-1月18日活动安排）

周女士最近睡着后经常身体突然
一抖，有时像脚下突然踩空，然后在睡
梦中惊醒。家中老人说这是缺钙，周
女士连着吃了一段时间的钙片仍未好
转。医生表示，偶尔抖一抖翻个身继
续睡就行了，但如果抖得太频繁了，很
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疼痛门诊主任
医师史开垠介绍，快睡着时的突然一
抖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医学上称
为“临睡肌抽跃症”。临睡肌抽跃症是
指人在即将入睡时，肌肉的不自主抽
动，而且通常会伴随着一种跌落或踏
空的感觉。有数据表明，大约70％的
人在睡梦中抖过。

但如果睡梦中抖得太频繁了，可
能是身体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是身
体过度疲劳，工作压力、长时间加班容
易引起身心疲劳，精神紧张，会使大脑
神经处于持续兴奋状态，在睡觉时引
起身体发生一系列反应，比如会不由

自主地出现抽搐；第二是缺钙，这种情
况在学生以及发育期的孩子身上比较
多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如果体内
的血钙紧缺，会导致肌肉、神经兴奋性
亢进，从而引起痉挛抽搐；第三是脑部
疾病，如果伴有头痛、头晕恶心等症
状，应尽快去医院做脑部CT或磁共振
检查，明确病因。

史开垠建议，如果不想总被“抖
醒”，首先生活作息要规律，避免熬夜、
晚睡。睡前应放松精神，可以适当做一
些舒缓的瑜伽、拉伸动作，缓解肌肉的
紧张，能够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
少喝咖啡、茶，过量摄入咖啡因会造成
神经过敏、焦虑失调，从而影响睡眠；适
当补钙，补钙不止是孩子和中老年人的
事，年轻人也应注意钙的摄入，减少因
缺钙引发的入睡抽动；避免趴睡，这种
睡姿会使胸腔被直接压迫，呼吸容易受
到阻碍，从而让入睡抽动的概率更高。

据人民网

睡觉总被“抖醒”

小心是身体发出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