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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党委召开医院党委召开““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我院副院长李遇梅
当选镇江市留学人员
联谊会会长

根据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部统一部署，报经
学校主题教育指导小组同意，2019年
12月6日医院党委召开了领导班子专
题民主生活会。

医院全体院领导、党委委员参加
了会议。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全力，
校主题教育第七指导小组组长张九
如莅临指导。院党委书记尹志国主
持会议。

为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
前，院党委制定了《专题民主生活会
实施方案》，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和谈心谈话，深刻查摆存在问题，
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为高质量开
好民主生活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工作准备。

会上，尹志国首先通报了 2018年
度附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2019年度专题民主生活
会征求意见情况，并代表领导班子从
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5个方
面深刻剖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及问

题产生根源，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
施。随后，班子成员逐一作个人对照
检查并开展了严肃坦诚的相互批评，
大家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既有批评
的辣味，又饱含同志之间相互帮助的
真诚。

张九如对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本次专题
民主生活会附院党委高度重视，准备
充分，有关材料都能够及时提交给指
导组审核。会上，班子成员开展了严
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书记

起到了很好地带头示范作用。自我
批评过程中大家对自身作了全面而
客观的总结，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方
向，相互批评环节坚持严肃认真提意
见，满腔热情帮同志，起到了红脸出
汗、加油鼓劲、增进团结的效果。

全力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严格落实有关要求，开出了高质量，
开出了新气象，达到了预期效果，特
别是对上年度征求意见的整改落实
情况，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他对附
院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提出四点要
求和希望：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
习，着力巩固主题教育成果；二是要
进一步加强整改落实，不断提升群众
满意度和获得感；三是要进一步内控
建设，努力建设一流大学附属医院和
一流三甲医院；四是要进一步廉政建
设，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

最后，尹志国代表院党委作表态
发言，他表示，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根据全校长及第七指导
小组张九如组长提出的要求，持之以
恒提高政治站位，一以贯之强化理论
武装，恪尽职守严格履职尽责，自我
革命认真整改落实，切实将本次会议
成果体现到各项工作中，以工作新业
绩检验整改工作成效，推动医院党的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2月16日，镇江市举行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
宣布联谊会一届一次理事会选举结果。我院副院长、农
工党镇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遇梅当选镇江
市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传
部部长孙晓南，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方未艾为联谊会
揭牌并讲话。

孙晓南在讲话中希望留学人员不忘奋斗初心，大力
弘扬留学报国优良传统，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作为奋斗方向，实现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
行的有机统一，把个人成功的果实牢牢结在爱国主义这
棵常青树上；不忘故土乡情，充分用好海外学成的知识、
技术和理念，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脉丰富的优势，在

“强富美高”新镇江建设中建功立业；不忘各方期许，既
要像家一样凝聚人，又要像家一样关心人，还要像家一
样培养人，把联谊会建成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
带。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奋力推
动镇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续写留学报国事业崭新篇
章。

李遇梅现为我院省临床重点专科皮肤科学科带头
人，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医学人
才，第一批江苏省卫生领军人才，江苏省第四期“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才，镇江市 169四
期、五期学术技术带头人。她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后，主持并参与多
项国家级、省级课题项目研究工作，多次在国际及国内
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发表论文近 60篇。特别是 2019
年 4月 9日，自然科学领域顶级学术刊物Cell系列杂志
Cell Reports公布了由她主持的一项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领域的重要进展，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当选镇江市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后，李遇梅表示：
留学人员要铭记祖国的培育之情，继承老一代留学人员

“爱国奉献、拼搏进取”的优良传统。联谊会成立后，将
更广泛地联系和团结我市留学人员，帮助与服务好留学
人员的自身发展，发挥好留学人员的优势和作用，为镇
江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指导、健康
报社主办的 2019 年度改善医疗服务竞演全国总决赛
上，我们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
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等知名医疗单位同台
竞技，心内科医生寇玲代表医院以《在路上》为题，生动
阐述了医院近年来在医联体建设中的经验与做法。

赛前，在医院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党委宣传部

积极筹备迎战决赛，医务处、护理部、信息科、门诊部、
健康服务中心等部门通力协作，为比赛提供了丰富的
基础材料。专家评委观看完我院竞演作品后，赞叹道：

“有血有肉的做法着实让人信服。”
改善医疗服务，我们从来不是说说而已。2019年

以来，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全国一等奖全国一等奖！！
改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服务，，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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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改善医疗服务大事记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改善
医疗服务竞
演全国总决
赛上，我院
以扎实的做
法与成效，
荣获全国一
等奖。改善
医疗服务，
我们走的不
是最快，走
的 不 是 最
前，但却以
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的
信念，走好
了脚下的每
一步。每一
个改变，都
与患者的切
身 感 受 相
关。改善医
疗服务，我
们 是 认 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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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患者怎么吃痛风患者怎么吃？？
饮食控制极重要饮食控制极重要
受访医生：风湿免疫科 主任医师 汤郁

年底是各单位的体检高峰期，每年
一体检，都有一大波人被查出“高尿
酸”——痛风。痛风如今已成为我国仅
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类疾病。

在大家的印象里，痛风都是“这不能
吃、那不能吃”的。的确，对于痛风患者
来说，饮食控制极为重要。

痛风饮食治疗
总体原则“三低一多”

“三低”指低嘌呤饮食、低（减轻）体
重、低盐低脂饮食。“一多”指多（大量）喝
水。过去主张无嘌呤或严格限制富含嘌
呤的食物，但同时也限制了蛋白质的摄
入，长期会导致营养不良。目前最新的
建议改为：主要限制含嘌呤高的食物。
也就是说，饮食限制相对放宽了，但该严
格的还是一样严格。

痛风患者不能吃什么？

1.不吃动物内脏，少吃红肉。各种动
物内脏，包括肝脏、肾脏、大脑、肠子等，
都不要吃。浓肉汁、浓肉汤、鱼汤、海鲜
汤等，也不要吃。各种红肉（牛肉、羊肉、
猪肉等），在痛风急性发作期，不要吃。
当痛风患者处于缓解期或高尿酸血症状
态时，红肉摄取量控制在一天50克以内，
但可以适量吃一些去皮的白肉。

2.少吃海鲜类食物。长期吃大量高
嘌呤海鲜，是痛风的风险因素之一。尽
量不要吃、急性期绝对不能吃的有（高嘌
呤）：贝类、牡蛎和螃蟹等带甲壳的海产
品；一些鱼类，如鲤鱼、鲫鱼、黄鱼等。可
以少量吃的（中嘌呤）：金枪鱼、鲈鱼等鱼
类；小龙虾、河虾、大闸蟹（除了蟹黄）等。

3.减少脂肪摄入。脂肪本身会阻碍
肾脏对尿酸的排泄，高脂饮食还会导致
肥胖和代谢紊乱。所以吃“肉”要选脂肪
含量低的；要控制烹调用油，植物油 20-
30克/天；花生、核桃、瓜子等坚果含脂肪
多，也要少吃。本身比较胖的患者（单纯
腰腹肥胖也算），减肥本身就有利于代谢
紊乱状态的改善，建议将体重控制在正

常范围。
4.不吃精制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

物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 50-60%，宜选
择低血糖指数的食物。鼓励全谷物食物
占全日主食量的30%以上，全天膳食纤维
摄入量达到25-30g。

5.严格戒酒、不喝甜饮料。急性痛风
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慢性痛风石性关
节炎的患者，应严格禁酒精。喝酒增加
痛风发作的风险，啤酒尤为显著，红酒风
险相对小些。具体排序是陈年黄酒>啤
酒>普通黄酒>白酒>红酒。

痛风患者喝饮料前要注意看一下配
料表，添加“果葡糖浆”“白砂糖”“蜂蜜”
的最好就不要喝了。

6. 不吃干豆，可适当吃豆腐、豆浆。
很多人以为痛风患者不能吃豆类食物，
其实豆类的促尿酸排泄作用大于含嘌呤
高导致的血尿酸合成增加，所以不会影
响血液中嘌呤的量。另外，豆类含丰富
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等有益
物质，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痛风患者可适当吃豆腐、豆浆等豆
制品，但不要吃干豆。

痛风患者可以多吃什么？

1.多喝水。每天多喝水，维持每日尿
量2000-3000毫升，以促进尿酸排泄。但
要注意，多喝的是白开水、淡茶水、矿泉
水，不是“老火靓汤”，也不是可乐、奶茶。

2.大幅度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多吃
蔬菜水果有利于增加尿酸的排出量。蔬
菜水果多富含钾元素，钾可以促进肾脏
排出尿酸。足量的新鲜蔬菜，每日应达
到 500克或更多。水果摄入每天 250克。
蛋类，鸡蛋每日1个。

3.牛奶。可饮用牛奶和乳制品，尤其
是脱脂奶和低热量酸奶，推荐每日300毫
升。

总而言之，痛风患者在避免高嘌呤
含量食物、酒类和甜饮料的同时，还得合
理营养和减肥降脂来改善整体代谢功
能，才能真正把身体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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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终身性疾病，抗糖路
上患者不应“身单影只”，他们更加
需要家人的陪伴与呵护。糖尿病很
可怕，它是失明、截肢、心脏病、肾衰
竭和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糖尿病
也不可怕，只要医护患家共同行动，
病情就能被良好控制。

什么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及
（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
特征的代谢病。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
重减轻），出现糖尿病典型症状并符
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的人，可以诊
断为糖尿病：

1. 一 天 中 任 一 时 间 血 糖 ≥
11.1mmol/L(200mg/dl)；

2. 空腹血糖水平≥7.0mmol/L
(126mg/dl)；

3.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2小时
血糖水平≥11.1mmol/L（200mg/dl）。

哪些人是糖尿病高危人群？

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
病高危人群：

1.超重与肥胖
2.高血压
3.血脂异常
4.糖尿病家族史
5.妊娠糖尿病史
6.巨大儿（出生体重≥4Kg）生育

史

糖尿病控制不良的危害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脂肪、蛋白
质代谢异常，长期高血糖可引起多
种器官，尤其是眼、心、血管、肾、神
经损害或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导
致残废或者过早死亡。糖尿病常见
并发症包括卒中、心肌梗死、视网膜
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

1.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
病的危险性较同年龄、性别的非糖
尿病人群高出 2-4 倍，并使心脑血
管疾病发病年龄提前，病情更严重；

2.糖尿病患者常伴有高血压和
血脂异常；

3.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导致成
年人群失明的主要原因；

4.糖尿病肾病是造成肾功能衰
竭的常见原因之一；

5. 糖尿病足严重者可导致截
肢。

糖尿病患者忌口清单

1.火龙果
每 100 克火龙果肉含有 7.83 克

的葡萄糖。所以，糖尿病患者要慎
吃。

2.野菜
糖尿病患者体质大多较虚，不

适宜吃过多寒凉食物。而市面上常
见的荠菜、马齿苋、马兰头、菊花脑、
蒲公英等野菜，性质基本都偏寒凉，
所以糖尿病患者要慎吃。

3.酒
饮酒会干扰体内糖、脂、蛋白质

代谢;饮酒影响降糖药分解与排泄，
易引起血糖波动;而且大量饮酒损害
胰腺。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好不饮
酒或少饮酒。

4.花生、瓜子等坚果类
由于坚果类食物含有较多的脂

肪，属于高热量食品，如果吃得过
多，会导致血糖、血脂增高。

5.菜籽油
菜 籽 油 中 的 芥 酸 含 量 达 到

31%-55%，可使心脏内积聚脂肪颗
粒，引起血管壁增厚和心肌脂肪沉
积，对心脏造成更多危害，特别对于
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的患者更要少
吃。

40岁就要开始
每年检测1次空腹血糖

在保持合理膳食、经常运动的
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健康人群从
40岁就要开始每年检测 1次空腹血
糖。

糖尿病前期人群建议每半年检
测1次空腹血糖或餐后2小时血糖；
营养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健
康教育和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的五项
综合治疗措施；糖尿病患者采取措
施降糖、降压、调整血脂和控制体
重，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如戒烟、限
酒、控油、减盐和增加体力活动，可
明显减少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风
险；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和家庭护
理是控制糖尿病病情的有效方法，
自我血糖监测应在专业医生或护士
的指导下开展；积极治疗糖尿病，平
稳控制病情，延缓并发症，糖尿病患
者可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

低血糖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危
害，轻者引起记忆力减退、反应迟
钝、痴呆、昏迷，直至危及生命。部
分患者诱发脑血管意外，心律失常
及心肌梗塞。

高血糖还会引起大血管病变。
糖尿病性大血管病变是指主动脉、
冠状动脉、脑基底动脉、肾动脉及周
围动脉等动脉粥样硬化。其中，动
脉粥样硬化症病情较重、病死率
高。约 70%～80%糖尿病患者死于
糖尿病性大血管病变。

同样，血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进食、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血糖
也会有所变化，所以会有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两个数值作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