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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着、睡不好，是一种什么
样的痛苦？“眼睛瞪得像铜铃，翻来
覆去到天明”……承受这种痛苦的
人其实还挺多的。央视新闻公布
的调查显示，当下我国超3亿人存
在睡眠障碍，而且过去一年受疫情
影响，人们整体入睡时间延迟了
2～3小时。其中：超3/4的人在晚
上11点以后入睡；近1/3的人熬到
凌晨1点以后才入睡。与之相对
应的是，人们对睡眠问题的搜索量
也增长了43%，纷纷尝试各种改善
睡眠的方法。然而这些吃的、用
的、喷的、戴的方法真的有用吗？
到底怎么做才能睡个好觉？小编
邀请医生来帮大家支招。

睡前用香氛、精油或喷雾
薰衣草等香味能助眠、安神的

说法由来已久，但这种用香味来降
低疲劳、舒缓压力从而帮助睡眠的
做法，在现代医学中还存在争议。
目前的研究认为：它作为助眠的辅
助手段，对于因为情绪焦虑而失眠
的部分人群可能有效。

用有震动发热功能的睡眠仪
市面上有一种声称是睡眠黑

科技的睡眠仪，部分有震动和发热

功能。从理论上来说，震动、发热
可以帮助放松更好入睡，不过动辄
几百上千的价格，让它的作用也没
那么有优势了。从原理上来看，微
弱的震动感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让
你把念头从胡思乱想的状态集中
在手上，更好地专注当下，进入睡
眠；发热功能可以让手更温暖、让
外周血管舒张，帮助入睡。不过，
十几块的暖手袋也可以让手脚更
温暖，帮助入睡啊，为什么非要花
大价钱买睡眠仪呢。

白噪音
一些助眠App上的白噪音，还

有大自然的声音比如下雨声、风吹
过树叶的沙沙声，或者海浪拍打岩
石的声音……也声称能助眠。其
实白噪音是用恒定的能量频率覆
盖声音变化，也就是“屏蔽”外界的
部分杂音，让周围安静下来，能让
对外界响声比较敏感的人更好入
睡。如果睡觉时，经常会被楼下突
然的关门声、远处突然传来的犬
吠、楼上邻居的一阵高跟鞋声等声
音突然吵醒，那听听白噪音确实能
对睡眠有帮助。

吃点褪黑素

当失眠的时候，额外摄入褪黑
素有没有用呢？答案是：因人而
异。目前比较明确的观点是：对于
需要调整昼夜节律的特定人群，比
如要倒时差的出差人士，夜晚值
班、白天睡觉的轮班工作者，短期
服用褪黑素会有一定效果。但对
于普通人，它帮助睡眠的作用可能
比较有限。而且市面上多数的褪
黑素产品都属于保健食品，不是长
效缓释剂型的药物，吃了未必会有
明显效果。

基于有效证据不足，2017 年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临床实践指南
给临床医生的建议是：不建议使用
褪黑素来治疗成人失眠（包括入睡
困难和睡眠维持困难）。如果属于
特定人群，或者真的想试试褪黑
素，最好先咨询医生后再服用。

看医生
偶尔一次没睡好，原因可能是

多方面的，可以先试试排除这几个
方面的原因。环境：有噪音、光线
太强、床垫枕头不合适、有同床的
人打扰了自己。行为：睡前玩手机
打游戏太久、周末赖床白天睡太
久、不困也硬躺着睡觉。饮食：睡

前烟、酒、茶、咖啡。应激：马上有
考试、失恋等短期事件。

而如果排除以上因素以后，连
续3个月睡不好，还影响了白天的
正常生活，不要自己随意服药，还
是去医院找医生帮助，专业的认知
行为疗法或者合理使用药物，都可
以帮你睡个好觉。

最后提醒一下，对于现在很多
年轻人来说，睡眠不好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手机。对于这些人来
说，什么助眠方式，都不如把手机
放远一点。（范范）

睡不着？这里有几个小窍门

本报讯（记者 唐菀滢 通讯
员 尹璐）开学前几天，开发区一
位妈妈反映，自己的孩子常半夜
做噩梦，睡觉也睡不好。一问才
知，原来是孩子的寒假作业没有
完成，怕老师责骂，以至于情绪
紧张，无法疏解。丹阳市第四人
民医院副主任医师丁伟花表示，

“放松了一个春节，孩子生活作
息规律不同于平时，再加上寒假
作业没有完成，面对即将开始的
学校生活，心理上出现害怕、紧

张倾向。”
临床心理科专家指出，“本

身对学校生活出现过情绪障碍
的孩子在开学前和开学最初的
一段时间，开学综合征往往表现
更为明显。”开学综合征是因为
孩子假期玩乐导致疲劳过度，正
常的作息规律被打乱而引起的
心理不适。一般程度较轻的会
在一周左右自行缓解。但如果
症状持续，家长就需要寻求专业
的心理医生给予药物加行为治
疗、认知疗法。需注意的是，当

孩子出现开学综合征时，切忌指
责他们撒谎，更不能打骂，否则
会适得其反。

眼下刚刚开学，医生建议家
长可以帮助孩子疏导紧张、逃避
的情绪，帮助他们树立对学习的
正确观念，慢慢接触适应学校环
境，家长和老师不要给他们太大
的压力。家长在与孩子谈话沟
通时，多引导一些让他们产生信
心和兴趣的话题，如和同学在一
起时的乐趣等正面性的东西，消
除孩子对上学的恐惧。

尽快适应校园，防止“开学综合征”

刚过完假期的你，是不是又
胖了好几斤？看见这个标题，是不
是就想往下看了？

管住嘴。少吃或者不吃加工
食品，调整饮食结构，不减少量。
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在不限制量
的情况下随便吃非精加工食品和
不限制量的情况下随便吃精加工
食品，结果发现，前者比后者足足
少吃500千卡！也就是说控制了
高油高糖高脂种类食品摄入，热量
自然会下来。

迈开腿。迈开腿增加运动
量，每天通过运动增加消耗200～
300千卡就比较合适。如果坚持
不了每天也没关系，一周运动3～
5天最好。

管住嘴、迈开腿一起来。坚
持运动一段时间，等身体适应之
后，再适当减少饮食摄入热量。

减肥小贴士
1.减慢吃饭的速度。研究显

示，吃饭减慢可以降低体重增加的
风险，还会增加餐后满足感等。怎
么减慢速度呢？最简单的方法，数
咀嚼次数，每吃一口，心里默数，咀
嚼40口再吞下，可以减少11.9%的
进餐量，对减肥非常有帮助。

2.改变进餐顺序。先吃体积
大的，再吃体积小的，先吃液体，再
吃固体，先吃低热量，再吃高热
量。比如，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先
吃，汤放在餐前喝，肉放后吃。

3.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可以减缓食物在胃里面的排空速
度，从而增强饱腹感。燕麦、绿叶
蔬菜、低糖水果等。

4.餐前吃少量坚果。除了在
餐前喝一碗汤水之外，可以吃少量
的坚果，比如12个大杏仁或者20
粒花生，可以刺激胆囊收缩素的分

泌，从而通过影响迷走神经感觉传
入纤维调控食物的摄入量，降低食
欲。

5.在外吃饭准备一碗水。白
领工作日无法在家吃饭，经常在单
位食堂吃或者点外卖，这些地方的
餐品都比较油腻，请准备一碗水，
把荤菜以及一些油腻的蔬菜都涮
一下再吃。

有了合理的步骤，还要尽量
在生活中形成一些好习惯，尽可能
避免坚持不住的情况发生。

（金星）

减肥也讲循序渐进，这些方法适合你

谣言：吃猪蹄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辟谣：非也。猪蹄确实富含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并不能

直接运送到皮肤里，再者胶原蛋白的吸收利用率也没有瘦肉、
蛋、奶、豆高。吃猪蹄美容难，长膘倒是很容易。（小朱）

洗头频率取决于肤质情
况。所以对于干性皮肤的人，可
以隔一两天洗一次，并选用温和
保湿的洗发水。而油性皮肤的
人，皮脂分泌太旺盛，洗勤快一
点没什么问题，每天洗一次也是
可以的。不论哪个时间段，早
上、中午，或是晚上，都可以洗
头，开心就好。

只要你对洗发水成分不过
敏，就可以直接用它抹头皮。正
规品牌的合格洗发水，对皮肤的
刺激性是完全安全的。洗发水
是很容易冲干净的，不存在“没
冲干净，导致脱发”。脱发和洗
头没有关系。洗头本身不会导
致头发掉更多，它只是让那些已
经快要掉落的头发离开头皮罢
了。

那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脱
发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
技巧，帮助大家粗略评估：用
拇指和食指稍用力，从接近头
皮处捏起一小撮头发（约五六
十根） 向上捋。如果 5 天不洗

头，一次捋掉的头发超过 6
根，说明有脱发，并且正在加
重。如果 1 天不洗头，每次能
捋 2～3根以上，就需要小心脱
发问题了。如果有脱发，最常
见的原因不是洗头，而可能是
雄激素性脱发（也叫脂溢性脱
发）、斑秃（俗称鬼剃头）、老
年性脱发（上了年纪，毛囊衰
老消退所致）等等。至于具体
是哪一种脱发，就需要专业医生
来判断啦。（李子）

洗头与脱发，标准答案来了

柑橘的冷知识，你可能不知道
柑橘的果皮，因为含有一

些带有香味的挥发性油脂，以
及一些苦味的物质 （柠檬苦
素、柚皮苷等），所以有着独特
的风味。虽然这些果皮，吃了
不会有什么神奇的治疗效果，
但可以有点其他的小妙用。

柚子皮：天然香氛
香气清新、果皮量足，可

以用在许多需要清新空气的场
合，掩盖异味。

橘子皮：烹调去腥
在烹调一些腥味较大的肉

（例如羊肉）的时候，可以试试

放一两张橘子皮，也许会带给
你不一样的惊喜。

橙子皮：甜点配料
香橙味，是蛋糕、曲奇等

甜点的经典口味。把橙子皮上
黄色的部分削下来（白色部分
会苦），切碎加入甜点里，就能
得到天然的香橙味点心啦。其
他的柠檬皮、芦柑皮、丑橘皮
……其实都有类似的效果，大
家可以试一试，但注意食用之
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新的一
年，祝各位“大橘大利”“心想
事橙”！（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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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这些“节日病”为何多？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孙红娟）记者近日从我市部分医
院了解到，今年春节医院急诊都
忙得团团转，腊月二十九开始就
不断有患者前来就诊，春节假期
收治的患者中，脑卒中、腹泻、胃
肠炎、手外伤的患者比平时有所
增加。急诊医生认为，今年春节
的“节日病”与往年比也有一些不
同原因。

过年成为脑卒中高发季。刘
先生今年50多岁，春节放假刚开
始就觉得头晕晕的，整个人也没
什么力气。但他想也许是之前加
班累着了，也没太往心里去。大
年初三的早上，因发作性的右侧
肢体无力，伴言语不清，于是到医
院就诊，经检查确诊为脑中风。

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
主任医师介绍，脑卒中也称为脑
中风，由于脑血管发生破裂出血
或因血管堵塞造成大脑缺血、缺
氧而引起。春节假期使人情绪激
动，或过度劳累，或不按规定服
药，则增加了出血性脑卒中的风
险因素。去年一年，许多人情绪
大起大落，春节期间的情感释放，
加上暴饮暴食、精神兴奋、吸烟喝
酒增加等，导致了患者脑卒中的
发生。

过量饮食易诱发消化系统疾
病。春节家人团聚，少不了品美
食、吃大餐，春节期间因为饮食不
当引起的腹泻、胃肠炎甚至急性
胰腺炎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比
平时增多不少。市人民医院消化

科主任胡江鸿主任医师介绍说，
急性胃肠炎患者以中青年人居
多，这类人平时因为工作较忙，
常常饮食不规律，胃肠本已处于
亚健康状态，春节期间饮食偏重
口味，过度饮酒，生冷食物与热
食混合等多种因素加在一起，且
熬夜等导致抵抗力下降，容易诱
发消化系统疾病。今年春节期间
急性胰腺炎高发的原因，与春节
期间作息不规律、劳累、暴饮暴
食脱不开干系。急性胰腺炎是常
见的外科急腹症，是由于胰腺分
泌的各种消化酶被各种因素异常
激活，导致对胰腺组织本身及其
周围脏器产生消化，严重时可能
累及全身多个脏器，甚至威胁到
生命，极为凶险，因此必须加以

重视。胆道疾病、饮酒以及高脂
血症是急性胰腺炎的主要发病原
因。胡江鸿主任医师提醒市民，
无论何时饮食都需谨慎，宜清淡
低脂，多食新鲜水果蔬菜，忌油
炸、大量高脂肪饮食。

春节期间手外伤的人增多。
今年春节医院急诊科收治的手外
伤患者比往年有所增加。市人民
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志宇副主任医
师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因为防疫
情，在家做菜招待亲友的市民显
然多于往年，而许多人平时下厨
少，刀工不熟，切伤手的事就多
了。据城区几家医院急诊科的护
士介绍，一般午饭、晚饭前的时
候，因为切菜不慎，手指被切伤
的患者比较集中。其中有平时下

厨较少的年轻人，出于孝心，想
让家中老人春节休息一下，自己
动手做团圆饭，但是因为刀工不
熟练，常常会忙中出错，不慎切
伤手指。还有的年轻人在一些网
络视频看到新式雕切花样，也想
尝试，但毕竟不专业，误伤自己
就不奇怪了。急诊科护士提醒广
大市民，如果不慎切伤手指，伤
口较浅、流血不多，可以用酒精
棉球、无菌纱布，或用洁净的餐
巾纸等，第一时间按压伤口止
血，然后用创可贴包扎。如果伤
口较深、流血较多且按压伤口止
血效果不理想，要及时到医院急
诊科处理伤口，就医途中要避免
伤口感染。

可以用牛奶、果汁等饮料吞
药吗？吃药的时候懒得倒水，于
是拿起身旁的牛奶、果汁（还有奶
茶）就吨吨吨吨一把咽下……这
个场景，你一定似曾相识。那这
种做法，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其实，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我们服用的药物，可能会与牛奶、
果汁等各种饮料发生相互作用，
导致药效降低或不良反应。那
么，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用饮料送
服药物会有哪些隐患：

药效可能会降低
以果汁为例，果汁当中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这大家都知道。
但果汁中的维生素 C，会使得一
些抗生素的药效明显减低。而可

乐里面含有咖啡因，会兴奋我们
的神经中枢，与治疗焦虑、失眠的
苯巴比妥同服，可能降低药效甚
至引起不良后果。

副作用可能增强
我们服下的药物，很多都需

经过肝脏中的肝药酶代谢，从而
排出体外。而果汁，特别是西柚
汁，会抑制肝药酶活性，使得药物
代谢减慢。这样一来，药物就会
在体内达到较高的浓度，药物副
作用也就进一步增强。不仅如
此，对于洋地黄、地高辛等药物，
本身就带有毒性，而牛奶中富含
钙离子，与药物发生反应过后，毒
性会进一步增强。

可能生成有害物质，加重胃

肠负担
还是以牛奶为例，牛奶中的

钙离子，与某些药物成分相互结
合，会加重胃肠负担。另外，茶水
中含有鞣酸，会与含钙、铁等金属
离子的药物，如多糖铁复合物、多
酶片等发生反应，从而产生沉淀，
会加重肠胃负担，甚至导致腹痛、
腹泻。

总而言之，用各种饮料吞服
药物，就面临着药效降低、副作用
增强、胃肠负担加重的可能。所
以，为了避免各种饮料与药物产
生反应，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
服药，还是老老实实看说明书
吧。没有特殊强调，最好还是用
水服药。（周慧）

别用饮料吞药！3个隐患要知道 医患互动
问：26 岁，身高 160 厘

米，体重83斤，几个月前发
现大姨妈不正常，量少，中
间还会间隔一个月没有，去
医院检查 B 超没有问题，也
看过中医，但是吃完中药后
没有效果，请问还有什么其
他的办法吗？

妇科医生：病人体重指数
16.2，明显偏轻。分析原因可
能与过度节食有关。建议性
激素及甲状腺激素检查，如激
素指标正常，可适度增加营
养，增加体重，这对改善月经
周期及经量可能有帮助，必要
时也可采取避孕药或雌孕激
素调经治疗。

问：女，80 岁，从中年开
始就反复发生尿路感染，最近
半年没有发病，但每次小便常
规都检测出皮细胞增多，有时
候白细胞 1 个+，请问皮细胞
增多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治
疗？

泌尿外科医生：皮细胞是
指尿中发现一些脱落上皮细
胞，增多时有多种原因。如果
常规体检肾脏膀胱超声和肾
功能都正常，也没有尿频尿急
刺激症状，可能是一些非明显
病理原因所致的细胞脱落，定
期复查即可。建议来医院进
行进一步检查。（丁文）

——关爱儿童健康，托起明天太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丹阳分院
丹 阳 市 儿 童 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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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可能因特殊情况临时变动，建议电话
咨询、预约。导医台热线：86950112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科室

心内科

骨 科

妇产科

神经内科

心内科

放射科

心内科

妇产科

超声科

骨 科

心内科

皮肤科

妇产科

骨 科

心脏超声

超声科

骨 科

医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南京妇幼保健院

常州102医院

专家

王昭军主任医师

巢金林副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于 明主任医师

王昭军主任医师

赵 亮副主任医师

殷瑞根副主任医师

王昭军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陈宝定主任医师

巢金林副主任医师

刘培晶主任医师

顾文涛主任医师

胡 兴主任医师

杨佩芳主任医师

巢金林副主任医师

徐良洁副主任医师

吕康泰主任医师

巢金林副主任医师

时间

全天

下午

全天

上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上午

专科

儿科

小儿内分泌专科、
矮小症

小儿肾病专科

小儿哮喘专科

小儿多动症
中医科
消化内科

妇产科

门诊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

周四下午
周三全天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 周六上午

周一全天
周三全天

专家
方礼才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主任医师
张志华副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吴云飞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蔡楠主任医师

钟向英副主任医师
袁书红副主任医师

联系电话
18912839206
18912839232
15052979094
18912839251
18912839238
15952956861

18912839232

18912839251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3606105270
13852961128
13952951270
13952838602

为了不断改善医院门诊医疗服务质
量，帮助广大民众远离各类“疼痛”困扰，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疼痛门诊”开诊，专
业规范诊疗各种急慢性、顽固性疼痛。

疼痛门诊诊疗范围：头痛、神经病理
性疼痛、关节性疼痛、软组织疼痛、相关学
科疾病、颈肩腰腿痛等。凡内科吃药和外
科手术治疗效果不佳的，或没有手术适应

证但疼痛较为严重的患者，就应该尽快到
疼痛门诊就诊。

疼痛门诊的特色诊疗：非手术治疗各
种急慢性疼痛；利用超声及影像学引导下
行神经阻滞治疗；病损部位的精准注射治
疗。

开诊时间：周一、周三、周四每天上午
地址：门诊部二楼

疼痛门诊，远离各类“痛扰”

妇科：竭诚服务女性
【擅长诊治病种】：子宫内膜异位症、子

宫脱垂、子宫肌瘤、卵巢肿瘤、不孕症、尿
失禁、宫颈疾病、性病及妇科恶性肿瘤等。

【熟练开展病种】：腹腔镜下附件手术
及子宫切除术、阴式子宫切除术及阴道
缩紧术、宫颈 leep刀手术、无痛人流手术、

复杂剖宫产术，如疤痕子宫等。
专科始终保持“一切为了病人”的宗

旨，竭力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就医氛围，
竭诚为丹阳女性朋友服务。

妇产科：病房大楼四楼三病区
专科电话：86950191

寒假+春节，孩子嗨翻天。看手
机、打游戏一时爽，可是，小眼睛可就
爽不起来了，小眼睛一不小心就会变
成“小眼镜”。又开学了，云阳人民医
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眭红艺提醒，有关
近视的“姿势”赶紧涨起来。

眭红艺主任提醒，原则上讲，如果
孩子近视了，裸眼视力差，就要配戴眼
镜；如果裸眼视力比较好，100度以下
的近视，可以暂时不配戴眼镜，定期观
察；对于 100度以上近视的孩子，就要
配戴眼镜。如果近视坚持不戴眼镜，
反而会加重近视的发展。孩子眼睛的
调节能力很强，近视的孩子不配戴眼
镜，当看远模糊的时候，就会动用自己
的调节能力看清远处的物体，如果长
时间这样，会导致视力疲劳、干眼症，
而且会加重近视的进展。

很多家长还有一个误区，认为近
视眼镜越戴度数越大。其实，近视的
度数增长并不是戴眼镜引起的，而是
由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视疲劳造成眼
轴增长而导致。近视眼镜能够给近视
的孩子提供清晰的视力，减少视疲劳，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近视的发展。

目前来看，近视是不能治愈的，一
旦确定是真性近视，能做的就是尽量
控制其发展，避免进一步加深度数，引
起眼底病变。无论是激光手术还是晶
体手术，都不能改变眼底的情况，从而
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近视。爱护眼睛，
刻不容缓。可以采取科学方法进行防
控，具体还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听取专
业医生的建议。

云阳人民医院眼科专业诊治儿童
眼科各种类型的屈光不正及小儿斜、

弱视，并建立“医学验光配镜中心”“弱
视训练中心”等技术专区，以更好地为
广大眼疾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对成人
眼科的常见病、多发病能进行准确诊
断和有效治疗，能熟练开展冀状胬肉、
睑内翻倒睫、白内障、青光眼、慢性泪
囊炎等手术治疗。拥有手术显微镜、
白内障超声乳化仪、眼科A/B超、中心
视野仪、YAG泪道激光仪、拓普康电脑
验光仪等先进的专科仪器设备。

联系电话：86950133

有关近视的“姿势”赶紧涨起来

云阳人民医院皮肤科集皮
肤病检查、治疗为一体，包括
皮肤病治疗和激光美容治疗两
部分。采用中西医结合及最新
国际通用高新仪器，已为成千
上万皮肤顽固疾病患者解决病
症。

该科基础设备完善、治疗
经验丰富、操作熟练、诊疗规
范，现已开设皮肤病疑难杂症
门诊。对顽固性皮肤病如皮肤
瘙痒、婴儿湿疹、银屑病、鱼
鳞病、各种癣、疣等，以及青
春痘、黄褐斑、疤痕等均有较
好的解决方案。

皮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