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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窦玉明：

公募基金迎接团队致胜的时代

冬季烫伤 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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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女孩肚里为何藏“宝宝”

■图为本文作者

目前， 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高达

1.4 亿，位居世界前列。 血糖不达标或

延迟达标， 使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肾病

成为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 在

糖尿病引起的死亡案例中，80%与心

血管疾病有关， 糖尿病人群慢性肾病

死亡风险是非糖尿病人群的 13.1 倍。

找对分型再治疗

近年来， 国内外糖尿病治疗指南

大都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高血糖管

理策略。 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和实践

显示，每一位 2 型糖尿病患者都是独

一无二的，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按照

空腹 C 肽水平进行 2 型糖尿病的亚

型分类，能够更精确地制定治疗策略。

具 体 来 说 ， 空 腹 C 肽 低 于

1.0ng/ml，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型，需要

及时补充胰岛素治疗； 空腹 C 肽在

1.1~2.4ng/ml 之间，为肠促胰素分泌

不足型， 需要补充肠促胰素类药物才

能有效改善血糖； 空腹 C 肽超过

2.5ng/ml，为胰岛素抵抗型，需要减肥

和应用胰岛素增敏剂。

精准治疗应评估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IR）是指人体的肝脏、

肌肉、脂肪、胰岛细胞等对胰岛素失去

正常的摄取葡萄糖反应，从而导致血糖

水平升高。而胰岛素抵抗又是高血糖和

心肾并发症中最重要的推手。

在临床上， 我们经过详细的综合

评估后会使用如西格列他钠等药物，

其能够起到胰岛素增敏、降低血糖、降

低甘油三酯与游离脂肪酸水平、 减少

脂肪异位沉积等作用。

记住这个“健康密码

除了药物治疗，生活方式干预、血

糖监测、 糖尿病知识宣教以及定期随

访复查也同样重要； 还有新“五驾马

车”（血糖、血压、血脂、体重达标及戒

烟）齐驱才能遏制糖尿病进展。读者不

妨 记 住 这 个 健 康 密 码 ：

13080-7-18-24-0。 其具体指：

血压低于 130/80mmHg、 血糖

A1C 低于 7%、 低密度脂蛋白低于

1.8mmol/L、 体重指数 BMI 低于 24、

不吸烟。

有人认为， 年轻人不会得 2型糖尿

病。 事实上，任何年龄都不具备2型糖尿

病的“豁免权”。糖尿病控制率总是不理想

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精准治疗，并且过分

依赖药物， 而忽略了纠正不良生活的习

惯。 建议大家需要改变的是这十二个字：

肥胖、熬夜、重压、胡吃、海喝、不动。

邹大进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教

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

学医学院肥胖研究所名誉所长、 上海

市代谢与甲状腺疾病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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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凉，随着取暖设备的广泛

使用，烫伤的病例也多了起来。 烫伤

后如何紧急处理，不妨来学习一下。

冲洗 冲洗也叫“冷疗”，伤后即

刻进行正确冲洗， 是唯一可以减轻

受伤程度的方法， 切勿随意进行浸

泡、冷敷或冰敷。 建议使用常温自来

水进行冲洗，没必要使用消毒液。 冲

洗的时间尽量久一些， 最好能冲洗

30 分钟以上，并冲洗到痛觉消失。受

伤以后的 6 小时内， 冲洗都会有很

好效果。

用药 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些非处

方烫伤药膏，比如美宝湿润烫伤膏、

龙珠软膏等，这些都是油性药膏，作

用是防止神经末梢直接接触空气或

者纱布导致的疼痛感， 也能防止纱

布粘连伤口， 但是并没有促进愈合

和防止感染的作用。 对于浅度的烫

伤来说， 这些药物可以用到伤口愈

合， 但是稍严重一点的， 就不适合

了，后期容易感染。 如果身边没有这

些药物， 可以用芦荟胶或者凡士林

来涂抹应急。 不过，建议 2~3 天以后

更换成专业的烫伤药膏———磺胺嘧

啶银乳膏。

冰敷 我们一般明确禁止冰敷伤

处，因为冰块的温度太低，冰敷会使

局部感觉麻木，血管剧烈收缩，进而

引起冻伤，还不会觉得疼痛，这是十

分危险的。 烫伤后，如果身边只有冰

块，一定要在外面包上毛巾，防止温

度过低， 并且每隔几分钟触碰一下

皮肤，避免感觉麻木。

上海长海医院烧伤外科

副主任医师 陈郑礼

正常人的精液是灰白

色或略微带点黄色的。如果

禁欲时间较长，由于精液理

化性质改变，颜色会有些发

黄，这属于正常表现。反之，

如果精液颜色异常则需要

尽快就诊。

精液呈黄绿色，可能存

在生殖道感染，尤其是前列

腺和精囊的感染。若在显微

镜下观察精液，可能会看到

大量脓细胞。

精液呈红色或咖啡色，

这表明精液中含有大量红

细胞，称之为血精。 出现这

一情况，往往对患者的心理

打击较大，甚至担心是否得

了绝症。 其实，绝大部分的

血精问题是由精囊炎或前

列腺炎所致。 一开始，精液多为鲜

红色或白色精液中混有淡红色，随

着治疗及病情的改善，会逐步出现

咖啡色精液，即陈旧性的血精。 比

较严重的精囊或前列腺肿瘤也会

出现血精。 通常来讲，肿瘤所致血

精的特点是持续性，且有加重趋势

的，与炎症引起的血精不同。

仁济医院泌尿外科 王鸿祥

很多人有过趴桌子午睡

的经历， 睡醒之后感觉肩酸

脖子痛。其实，趴桌子午睡除

了对颈椎健康有危害， 对尚

处于身体发育期的儿童青少

年还会造成脊柱伤害， 引起

胃胀气、 颈部受凉等一系列

问题。

首先，趴桌子午睡时，脖

子持续处于前屈体位， 脖子

后方肌肉在该体位下被拉

伸， 处于紧张状态， 一觉下

来，肌肉过度疲劳，容易造成

劳损。

其次， 午餐后很快趴在

桌上睡觉，头部前倾前屈，会压迫食

管导致胃内气体大量聚积， 容易导

致胃胀气。

此外，趴在桌上午睡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有被子或衣物覆盖到脖子

后方， 裸露在外的脖子在人体睡着

状态下容易受凉。

如英

人体内的热量主要来自食物中的

产能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和脂肪三大类。 这三大营养素需要在

细胞线粒体中完成代谢来释放能量。

而脂肪中有白色脂肪组织和棕色

脂肪组织， 棕色脂肪组织含有大量线

粒体，有助营养素代谢产生能量。虽说

棕色脂肪自带“发热器”，但和“胖人抗

冻”没关系，因为人体囤积的脂肪几乎

都是不产热的白色脂肪。

比起囤积脂肪， 增肌抗寒能力更

健康有效。肌肉细胞中，线粒体含量丰

富，可以说，肌肉是人体产生热量的主

要器官， 能持续产生热量， 为身体供

能。

建议在饮食上保证充足蛋白质的

摄入，三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摄

入优质碳水化合物， 还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适度开展力量训练，提升肌肉力

量，增肌抗寒。

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

生活中常常听到有人说自己双

侧肋部疼痛，有的去医院检查也查不

出原因，这种两肋部的疼痛，称之为

“胁痛”。 中医认为，胁痛的发生是因

为肝失疏泄、脾失健运导致的，在进

行干预的过程当中， 应该以疏肝理

气、健脾祛湿为法。

平时生活中可以尝试饮用“双皮

饮”。 选用青皮 10 克、陈皮 10 克。 二

者混合后开水冲泡 30 分钟后即可饮

用，觉得味苦的人群可以适当加入冰

糖缓解苦味，每次冲泡至味道淡后更

换。 每日可更换 2~3 次。 青皮舒肝破

气，散结消滞；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

痰，二者合用，共同发挥疏肝理气、健

脾祛湿的功效。 中陆

防噪音 经常用手机

听音乐、新闻的老人，应掌

握“60-60-60”原则，即音

量不超过最大音的 60%，

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 外界声音最好不超

过 60 分贝。

保持好心态 不少人

压力过大，导致突发耳鸣、

耳聋的案例很多， 调整心

态才是护耳第一良策，胜

过任何药物。

补充维生素 有专家

认为，60 岁以上老人耳蜗

血液中含锌量下降是听觉

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一，主

张口服锌制剂来治疗。 还

有专家建议服用维生素 D 半年左

右，之后听力可有一定改善。 其他

如维生素 E 或适量的维生素 A 也

对老人的听力很有益。 卫芳

近日，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

儿外科的医生， 从 6 岁小女孩朵朵

（化名）肚里取出一个“宝宝”，这是什

么怪病？

4 年前，朵朵的父母就发现孩子的

肚子较大，总觉得不对劲，到当地医院

就诊后，被告知“孩子的肚子都这样”，

没有做任何检查，也就放心地回家了。

可近来，朵朵的肚子越来越大，再

次去医院就诊才发现， 其腹腔里居然

有一个菠萝大小、 直径足有 15 厘米

的囊实混合性肿物， 需要及时施行手

术切除。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该肿物竟是

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宝宝”———寄生

胎，该寄生胎所含组织均分化良好，未

发生恶变。

据悉， 寄生胎是一种罕见先天性

发育畸形， 指胚胎发育时一个完整胎

体内的某一部分中， 寄生着另一个不

完整的胎体。

寄生胎的代谢产物、 分解毒素会

被主胎吸收，从而引起中毒症状，影响

主胎的正常生长发育。因此，寄生胎一

旦确诊，均应及早完整切除，以保护主

胎的正常发育，术后需长期随访。

新华

莫名胁痛 试试双皮饮

面向未来，团队致胜。 11 月 17

日上午， 在 2022 中国分析师大会

暨第四届新浪财经“金麒麟”最佳分

析师颁奖盛典上， 中欧基金董事长

窦玉明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了公募基

金生产方式的变革方向———“过去

管理小规模资金， 更强调基金经理

个人能力。今天管理大规模资金，更

强调团队能力。 ”

此次大会立足“研究改变世界，

构建分析师资本话语权体系”，中欧

基金董事长窦玉明受邀发表主题演

讲“公募基金迎接团队致胜的时

代”。

囤积脂肪能抗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