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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糖尿病日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

际糖尿病联盟于 1991 年共
同发起的，定于每年的 11 月 14
日，这一天是胰岛素发现者、加拿
大科学家班廷的生日。 其宗旨是引
起全球对糖尿病的警觉和醒悟。

2007 年 11 月 14 日联合国已
经将世界糖尿病日升为联合国糖
尿病日。

2015年糖尿病日的主
题是“健康生活与糖

尿病”。

专家推荐一周食谱
冬季是糖尿病病情加重和发生并发

症较多的季节， 糖尿病病人更应增强自
我保健意识。 糖尿病人日常食谱与正常
人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要有一定
的规律性，不能像正常人吃饭那样随意，
要控制主食， 如米、 面及其他淀粉类食
物，忌食糖、糕点等。 饮食疗法不是一劳
永逸的事，需要天天执行，长期不懈地坚
持下去，才能见到效果。

下面是一份适用于糖尿病患者的一
周食谱，供大家参考。

早餐

1.窝头 1 个(50 克)，牛奶 1 杯(250 毫
升)，鸡蛋 1个，凉拌豆芽 1小碟。

2.全麦面包片(50 克)，豆浆 1 杯(400
毫升)，茶鸡蛋 1个，凉拌苦瓜 1小碟。

3.蔬菜包子 1 个(50 克)，米粥 1 碗，
鸡蛋 1个，拌白菜心 1小碟。

4. 豆包 1 个 (50 克)， 荷叶绿豆粥 1
碗，鸡蛋 1个，凉拌三丝 1小碟。

5.牛奶燕麦粥(牛奶 250 毫升，燕麦
25 克)，鸡蛋羹(鸡蛋 1 个)，海米拌芹菜 1
小碟。

6.全麦小馒头 1 个(50 克)，薏苡仁粥
1碗，鸡蛋 1个，拌莴笋丝 1小碟。

7. 牛奶 240ml， 鸡蛋 1 个， 馒头 50
克。

午餐

1.米饭一碗(100 克)，雪菜豆腐，肉丝
炒芹菜。

2.烙饼 2 块(100 克)，口蘑冬瓜，牛肉
丝炒胡萝卜。

3.荞麦面条 1 碗(100 克)，西红柿炒
鸡蛋，素炒菠菜。

4.玉米面馒头 1 个(100 克)，炒鱿鱼
卷芹菜，素烧茄子。

5.荞麦大米饭 1 碗(100 克)，青椒肉
丝，香菇豆腐汤。

6.茭白鳝丝面(含面条 100 克)，醋熘
大白菜。

7.烙饼 100 克，酱牛肉 80 克，醋烹豆
芽菜。

晚餐

1.馒头 1 个(100 克)，盐水大虾，鸡片
炒油菜。

2.米饭 1 碗(100 克)，鸡汤豆腐小白
菜，清炒虾仁黄瓜。

3.紫米馒头 1 个(100 克)，香菇菜心，
沙锅小排骨。

4.米饭 1 碗(100 克)，葱花烧豆腐，椒
油圆白菜。

5.花卷 1 个(100 克)，醋椒鱼，西红柿
炒扁豆。

6.葱油饼(含面粉 100克)，芹菜香干，
紫菜冬瓜汤。

7.米饭 100 克，肉末烧豆腐，蒜蓉菠
菜。

糖尿病人冬季运动要适度

内分泌科医生指出，首先要明白的是，糖尿病人
做运动锻炼，应在血糖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参加。
其次，体育应作为糖尿病治疗的一项基本措施，一般
先实行饮食控制和药物治疗，使血糖得到适当控制，
然后再进行运动疗法。再者，糖尿病人的运动锻炼以
有氧运动为主，从小运动量开始，逐步增加。 病情进
一步好转时， 逐步减小药物用量， 适当放宽饮食控
制，尽量用运动来控制血糖平衡。

虽说运动锻炼是控制血糖的有效的方法， 但糖
尿病人在参加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事项：

1、运动时间宜晚不宜早

糖尿病病人运动锻炼的时间应当选择在下午而
不是清晨。因为清晨血糖最低，容易发生运动后低血
糖，危及生命。 运动锻炼的目的在
于降低血糖， 防止血糖显著升高，
所以下午锻炼效果更好。 对于 1型
糖尿病病人，运动应选择在注射胰
岛素后 1～2 小时之间，尽量避免在
胰岛素作用的高峰期运动，以防止
胰岛素吸收过快而引起低血糖反
应。

如果是餐后运动，最好是在饭
后 1 小时左右进行，这一段时间食
物消化吸收较快，特别是糖的吸收
最快，因而血糖值增高。 如果在这
一时间开始锻炼，随着运动消耗能
量，糖的分解代谢增强，便可使餐
后增高的血糖降下来，防止血糖波
动。

2、强调中等强度运动量

中等强度的运动对降血糖和尿糖作用最为明
显，最好是让全身肌肉都得到锻炼。运动项目主要可
以选择有氧耐力运动，如步行、慢跑、游泳、自行车以
及徒手体操等，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选择其中的 1～
2项进行锻炼。 运动时间每天 1 次，每次持续 20～30
分钟，可逐渐延长至 1 小时，其中可穿插必要的间歇
时间。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共同决定运动量，两者可
协调配合。 每次锻炼应有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
每周锻炼 3～4次为最适宜。

运动应该循序渐进， 不应为了降低血糖而盲目

加大运动量，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以前没有运动
习惯，突然进行剧烈运动，会使身体产生一种应激反
应，并分泌激素，其中就有与胰岛素对抗的激素，会
使血糖更高，还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的并发症。

3、有并发症患者需谨慎

糖尿病患者多为中老年人， 如果患有膝关节或
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的话， 建议减少立位行走及跑

跳等活动， 而采取游泳、 垫上运动为
宜。 比如仰卧起坐：开始每次做 5 次，
以后逐渐增加至 20～50次。床上运动：
分别运动上、下肢，做抬起放下、左右
分开等动作。

在糖尿病合并各种严重急慢性并
发症时，如各种急性感染期、心功能不
全、严重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合并感
染等，都不宜进行运动。

4、切忌空腹锻炼

有些糖尿病病人想加强减肥效
果， 进行空腹锻炼， 这样是十分危险
的。 由于糖尿病病人必须按时服用降
糖药，这种药物会抑制肝糖原的分解。
当病人由于锻炼而加大消耗时， 反而
容易出现低血糖。 一些饥饿试验表明，
正常人 36小时不进食，血糖也不会降
得过低，糖尿病病人则不然。 当低

血糖发生时，会出现心慌、心跳加速、手颤抖、全
身冒汗等症状，严重的会出现昏迷，甚至变成植
物人，乃至死亡。 所以糖尿病病人千万不能空腹
锻炼，运动时还须预防低血糖，随身携带些糖类及
时补充。

糖尿病专家提示， 冬季糖尿病病人的足部保养

非常重要，有时即使是微小的损伤，也可能引起皮肤
溃破、坏疽。所以要经常按摩下肢，以促进血液循环。
坐时应抬高足部，以减轻足部压力，促使局部静脉血
液回流。一些糖尿病病人喜欢用热水泡脚，应注意水
温不宜过高，避免烫伤。因为糖尿病患者多有末梢神
经病变，手指或脚趾不能感受水温，这时最好先用腕
部、肘部或由家人先感受一下温度，以防水温过高。
也可做红外线理疗，促进血液循环，减少末梢神经炎
和足部病变的发生。

（东文）

� � 糖尿病人做运动锻炼，应在血糖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参加。 其次，
体育应作为糖尿病治疗的一项基本措施， 一般先实行饮食控制和药物治
疗，使血糖得到适当控制，然后再进行运动疗法。

运动疗法是糖尿病治疗的“五架马车”之一，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不
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参加运动，一些糖尿病人盲目运动，想以此降低
血糖，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