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
今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中国主题
为：“关注睡眠，关爱心脏”。

自我减压 远离失眠
“经常失眠，做梦都是在工作。 ”又

一个世界睡眠日来临前夕，一位患者来
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向医生
倾诉着自己的状况。

“人们在身体不舒服、遇到事情时
表现为睡不着觉， 即通常说的‘失
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精神卫
生科医生田峰说，“除了一些生理、药
物性因素导致的失眠， 很多人的失眠
还要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压力问题。 ”

什么样的人群易患失眠？ 在接诊
中，田峰发现，以前人们常说“人老了
觉睡得少”，现在中年人、青年人患失
眠者都成倍增加， 失眠甚至侵袭到了
孩子。

长期的严重失眠会带来一系列
心理和生理问题，而要想远离失眠，
患者的自我减压尤为重要。

“减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田峰
说， 首先需要对睡眠建立正确的认
识。 睡眠就像空气、阳光、水分一样，
是人体必不可缺的营养。失眠也并不
可怕，掌握一些助眠小技巧，比如避
免噪音、咖啡和茶，尽量让光线变暗、
泡脚等，都能改善睡眠。

“生活越是规律、条理，人的幸福
感越会增加， 压力和失眠也会渐渐离
你远去。 ”田峰说。

睡眠障碍 儿童易病
目前不少儿童存在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可导致孩子免疫功能低
下，体质虚弱，更容易患病。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儿
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洁说，儿
童睡眠的质量，关系到此后一生的睡
眠健康。睡眠期是婴儿中枢神经系统
发育的决定性阶段。 儿童睡眠时，下
丘脑分泌多种激素调节人体体液及
细胞免疫；睡眠状态下，孩子大脑的
耗氧量减少，有助于保护大脑，消除
疲劳，恢复体力。

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
的体格、情绪、认知及社会适应性等各
方面的发育。 因此可以说， 良好的睡
眠， 是儿童健康成长最好的免费的天
然“营养剂”。

专家指出， 国际上对儿童人群
睡眠医学研究表明， 目前不少儿童

存在各种睡眠障碍。 儿童睡眠的缺
乏将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睡眠不好
会对心脏有害， 婴儿睡眠期交感神
经高度紧张可触发婴儿睡眠期机体
过度应急反应， 导致致命性心律失
常及心肌梗死。

专家建议， 如孩子出现夜惊、梦
游、梦语、磨牙、睡眠肌阵挛、睡眠行为
习惯异常及发作性睡病等睡眠障碍情
况时， 应及时带孩子去医院儿童睡眠
医学专科医师处就诊，以便查找病因。

小儿打鼾 影响发育
孩子睡觉时如果总是打呼噜，

并且伴有呼吸暂停的情形， 很可能
是患上了鼾症。 家长这时要引起注
意，及时带孩子就诊。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索利敏说，儿
童打呼噜时， 由于鼻咽部阻塞而长期
用口呼吸，引起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
久而久之，常常导致面部畸形发育，形
成腺样体面容， 可能影响到孩子以后
的身心发育。

“鼾症容易造成儿童白天乏力，
易打瞌睡，上课精力不集中，学习成
绩下降甚至精神行为障碍等症状，还
会出现身材矮小、 智力发育障碍、烦
躁多动等现象。 ”索利敏说。 此外，儿
童上气道的堵塞还容易引发鼻窦炎
或中耳炎，且反复发作，经久不愈。

对于婴幼儿来说， 由于其神经
系统处于发育阶段， 对缺氧非常敏
感， 一旦因严重的呼吸暂停频繁发
作导致缺氧和代谢紊乱， 极易造成
不可逆的脑损伤。

据介绍， 引起儿童打鼾最多见
的原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通
过手术均可治疗。

午睡不当 威胁健康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 一些上

班族喜欢在午饭之后，趴在桌上小憩片
刻以缓解疲劳。 然而，有些人却因为午
睡习惯不当，导致手臂酸痛，严重的还
会诱发脊柱变形、青光眼、面瘫等疾病。

家住青海西宁的祁女士是一位
社区公务员。“每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
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 中午不趴在桌
子上睡一会儿，根本坚持不住。 ”然而
最近，祁女士时常感觉视线模糊，开始
没有在意， 没想到随后几天脊椎也感
觉不适，忙前往医院就医。

“午觉睡姿不当会导致多种疾病。

趴着睡觉会压迫眼球，长此以往，会造
成眼压过高，不仅会使近视加剧，还可
能诱发青光眼。”青海省红十字医院副
院长高春江说，坐着或趴着睡觉，脊椎
无法保持正常体位， 不仅容易诱发脊
柱变形和腰椎间盘突出， 还会影响正
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久而久之，可
能诱发局部性神经麻痹甚至面瘫。

高春江建议， 上班一族如果有
条件，可以在办公室准备折叠躺椅、
U型枕等物品，从而使身体在午睡时
保持较为自然、放松的状态。 同时，
午睡时要尽量避免空调、 电扇等直
吹身体， 睡醒后最好适当饮水以降
低血液黏稠度。

嗜睡危害 大于不睡
有些人嗜睡， 甚至在开车时都

能入睡。 医生提醒，嗜睡比不睡危害
更大，出现“总也睡不醒”的情形应
及早就诊。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睡眠疾病？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副主
任医师田新瑞告诉记者， 这在医学
上称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
是人们通常说的“打呼噜”，是一种
常见病。

“呼噜很多人都打，但不见得人
人都患有这种病。 ”田新瑞说，如果
发现睡觉时出现呼吸暂停、 低通气
现象，而且反复出现，一定要引起重
视，及早就诊。

“这种情况可以导致人体内缺氧、
二氧化碳潴留过高，轻者表现为注意力
不集中，重者可引起多系统、各器官的
改变，如心血管疾病、肾功能疾病、糖尿
病等。”田新瑞说。有些高血压病人实际
上就是由于二氧化碳潴留过高引起，此
外睡眠缺氧可引起高粘血症。

这种病的发病没有明显的年龄
差异，年轻人、老年人都可能发病。
体型肥胖、下颌小、脖子短的人群因
呼吸时容易堵塞气道， 发病较为常
见。 有些患者呼吸暂停最长可达到
一分钟以上，已经比较严重。

医生说， 这种睡眠疾病较易诊
断， 在医院进行睡眠呼吸监测即可
确诊。 根据发病原因，又可诊断为阻
塞型和中枢型两种， 前者为轻症患
者，后者一般为脑出血患者、神经系
统有炎症患者， 有些可通过呼吸机
进行睡眠纠正。 另外，要想告别这种
睡眠疾病，一定要远离肥胖。

（综合新华社3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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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睡眠 关爱心脏
为唤起全民对睡眠重要性的认识，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

健康计划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将每年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 2013年主题———

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 中国首个
睡眠指数报告打出了国人的睡眠得
分：64.3分，刚过及格线。 这其中的一项
调查值得关注： 新媒体的扩张正成为
睡眠的“隐形杀手”，有67.1%的居民睡
前使用手机和电脑聊天、发信息。 在零
时还没有上床睡觉的人群中， 首要原
因就是上网聊天、玩游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由于信
息量大、使用便捷、互动娱乐性强等原
因，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帮手。 但“帮
手”地位不可本末倒置，一旦“帮手”成
为“主人”，网络“双刃剑”带来的危害就
显露无遗。 这种危害最显性的表现，或
许就是侵占睡眠，乃至危及健康。

不少人花在网络上的时间， 已远
远超过社交、娱乐休闲、与家人沟通等
方面的时间，甚至挤占了工作和睡眠。
环顾四周人群，坐车、聚会、看演出、开
会时， 总是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各种屏
幕。在大学生群体中，这样的现象十分
普遍：起床除了刷牙，更要刷刷微博；
睡前“神仙会”式的聊天少了，都忙着
聊微信；上课看老师的次数不如看“人
人”。再看许多餐饮店、咖啡店，客人坐
下来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是相互问候或
忙着点餐， 而是先询问店里的无线网
络密码，然后就掏出手机或 iPad，把网
连上。

我们习惯了对着一方蓝屏嬉笑怒
骂、彻夜难眠，却展现给家人和朋友一
副“无情”的面孔。 在高科技产物的独
特魅力下，我们轻易地被俘获。各种屏
幕笼罩下，阴影也由此产生：焦虑、失
眠、精神欠佳、食欲不振，稍一离开便
心神不宁。

有研究表明，网络依赖越强的用户
睡眠时间越少。 这种依赖可能进一步转
化为深层次的情感和心理依赖。 特别是
青少年，不要过分依赖网络进行沟通交
流， 让虚拟的生活代替了人际交往，长
期下去对身心健康有很大伤害。 对此，
教育部门应多开展富有特点的校园文
化活动，并通过课程、讲座引导青年形
成科学的网络文化价值观。

中国睡眠指数报告警示称，“不要
让娱乐、 电子信息毁了睡眠”。 应当看
到，过去30多年我国GDP年均增长均在
9%以上，今年确定的7.5%这一数值说明
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正
逐步进入一个“慢生活”时代。 “慢中国”
还意味着，一直在压力下紧绷神经的国
人，应该“撂下那些屏幕”，适时放松下
来，好好睡一觉，给疲惫的身心放放假。

（新华社杭州3月20日电）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王俊禄

3月20日， 合肥市五里墩街道邀请安徽医科大学心理学专家为辖区内颐
和花园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上了一堂睡眠课。 图为在心理学专家的指导下， 孩
子们迅速进入了睡眠状态。 新华社发

少些网络依赖
我们睡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