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人有不同的春节过法，
而“宅男宅女”们最喜欢宅在家
中，什么事也不干。他们的生活
规律通常最为紊乱：今天通宵打
游戏，明天通宵看电影，隔天又睡
上一整天。早午餐合为一顿吃，
甚至只吃晚餐。

欧阳洁淼表示，平常工作
生活过于劳累的人，都想趁着
春节期间放松一下，但休息过
多了也并非好事。整天睡觉的
人容易胃口不好、四肢无力、精
神不振。

对此，欧阳洁淼建议，应积
极主动地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轻轻按摩头部、散步闲逛或做
其他小事分分心、听听音乐，调
整机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在长
假结束前做个SPA或身体局部
的按摩也是不错的休养身心的
选择。

【医生提醒】

1.保持规律的饮食和作息，
睡眠的时间保持在 8 小时左右，
不要太多。

2.适当外出或运动，保持精
神清爽。

日夜颠倒
小心睡出病

酒是中国人聚会餐桌上少不
了的助兴佳品。春节到来，人一
高兴就忘记疾病忘记伤痛，忘情
纵酒，这种情况十分危险。

欧阳洁淼表示，过度喝酒容
易引起酒精中毒，出现呕吐、胃
痛、精神不振甚至胃大出血。特
别是在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的背
景下，喝酒对多种疾病都有不良
影响，应当少喝。

“喝酒最伤肝，肝脏不好的人
群喝酒容易引发急性发作，应该
严禁肝病患者喝酒。酒精性急性
肝损伤后果可大可小，若引起急
性肝衰竭也会导致死亡。”欧阳洁
淼表示，酒精对胃黏膜有刺激作
用，因此肠胃不好、胃肠功能紊乱
的人更要少喝酒。

另外，酒精对心脑血管的影
响十分复杂，有心脑系统基础病
的人要慎喝。特别是高血压患
者，酒精会促进血压升高，喝多了
容易出现危险情况。

【医生提醒】

肝病患者禁酒，胃肠不好、心
脑血管基础病患者尽量不喝酒。

过量饮酒
小心喝出病

七天长假，其实是休养生息
的最佳时期，有很多人反而比平
常更加劳累，因为他们忙于玩乐，
没有节制。例如外出旅游者路途
奔波，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非
常劳累；过年通宵打牌、打麻将也
成为很多家庭乐此不疲的消遣活
动。

“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抵
抗力下降，就容易引起病毒入侵，
引发感冒发烧。此时如果吃了不
干净的食物，还容易引起胃肠急
症。”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欧阳艳红告诉记者，每到年初三、
年初四都会迎来胃肠疾病急诊的
高峰期。

欧阳艳红表示，本身患有心
脑血管、呼吸系统等基础病的人
群，过度劳累会引起抵抗力下降，
更会增加急症发病的可能。例如
高血压、痛风、中风的发作就常常
与过度劳累有关，容易引发血压
骤升、关节肿痛、心肌梗塞等危险
的症状。

【医生提醒】

1.注重休息、劳逸结合。
2.避免通宵达旦、舟车劳顿。

忙于玩乐
小心累出来病

一到过年，很多在海南长期
生活的外地人要拖家带口自驾

“北上过大年”。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

欧阳洁淼提醒，长途跋涉和气候
骤然变化，对心脑血管和呼吸系
统的影响很大。天冷容易引起血
管收缩，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出现
凝块；气温骤降也会导致呼吸道
黏膜防御能力下降，引起鼻炎等
呼吸系统疾病的发作。

“以前每到冬天总会有很多
脑出血的病人，虽然现在大家健
康、保健意识有所增强，脑出血的
情况有所减少，但依然不容忽视，
尤其是一些中年人。如今心脑血
管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正因为
这部分人群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状况，导致疾病突发。”欧阳洁淼
表示，每到春节，海口市120急救
中心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比
平时高出至少两成。

【医生提醒】

1.首先要注重保暖，避免受
冻。

2.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有
规律的生活习惯被打乱，以致抵
抗力下降，为急病发作创造条件。

3.长期固定吃药的慢性病人
群不能擅自停药，避免病情失控
而急性发病。

北上过年
小心冻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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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近日，1岁的欢欢（化名）被父
母带着来到了省妇幼保健院求
医。欢欢因为头颅形状异常，突
出的头额像个小“外星人”，且智
力发育明显慢于同龄孩子。经诊
断，欢欢患有狭颅症。这种疾病
是因为其颅骨缝提前闭合，颅骨
不能继续长大，限制了大脑的进
一步发育，从而导致智力出现问
题。

1月23日，省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小儿神经外科主任顾硕为欢欢
进行了3个小时的手术，这也是我
省首例为狭颅症患儿进行的浮动骨
瓣成形术。目前，欢欢精神状态良
好，正在术后恢复中。

顾硕介绍，狭颅症是小儿神
经外科常见疾病之一，发病率大
约为千分之一。由于颅缝过早闭
合，以致颅腔狭小不能适应大脑
的正常发育，从而导致患儿出现
运动和智力问题。狭颅症的致病
因素非常复杂，目前研究表明，狭
颅症与基因有关，并且多见于男
孩。发病的男女比例为2：1。

“正常情况下，婴儿前半年平
均每个月头围增长1.5厘米，后半
年平均每个月头围增长0.5厘米，
新生儿在出生后第一年内大脑生
长速度最快。在婴儿期，如果出现
一条或几条颅缝过早闭合，会影响
颅骨的生长与扩张，而大脑却在继

续生长，往往会出现颅内压增高、
视力下降、智力低下、精神活动异
常、癫痫发作等症状。”顾硕说。

手术是治疗狭颅症的唯一
有效方法。“浮动骨瓣成形术，形
象地来讲也可以称为‘换头手
术’或者‘头骨拼图手术’。”顾硕
介绍，在此次手术中，他需要把
欢欢闭合的颅缝重新切出一条
缝，同时对颅骨进行整块分割，
逐个塑成需要的形状，再重新拼
接起来。顾硕为欢欢设计的是
多个浮动的骨瓣，让大脑有足够
的空间顺利生长。在手术中，最
大的危险是可能出现静脉窦破
裂出血、脑脊液漏等风险。完成
颅骨缝的重造和浮动骨瓣成形
后，顾硕为欢欢进行了头颅整
形，恢复其头颅美观性。

“ 狭颅症越早治疗效果越
好，如果是 8 个月以下的孩子，
还 能 实 施 微 创 手 术 ，减 小 创
伤。”顾硕提醒，由于狭颅症发
病症状比较隐匿，通常不能引起
家长的足够重视。一旦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轻者影响头颅外
观，重者对患儿智力造成很大影
响。他建议，家长要注意观察孩
子的头围和智力发育水平。一
旦发现孩子头围情况异常，如发
现孩子出现舟状头、斜头畸形、
三角头、尖头或称塔头等头颅畸
形，或者智力发育缓慢等情况，
一定要及时就医。

省妇幼保健院为“狭颅症”患儿重拼颅骨

1岁小“外星人”获矫治

病历档案

过年期间聚会多，亲朋相聚
自然高兴，有时候就是太高兴了，
乐极生悲；不小心发生口角，过分
动怒，情绪波动过大……

海口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医
学科医生林明栓表示，这些情况
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不是
一件好事。例如患有高血压、心
脏病人群，情绪波动容易引发血
压升高，诱发脑中风、心肌梗塞
等。

“春节放假是放松、休息和亲
人之间联络感情的好时机，可以
适当尝试倾诉，把平时压抑的情
绪宣泄出来。也可以多跟家人聊
天、打扑克、自己看书，做静态运
动。”林明栓表示。

【医生提醒】

不动怒、不过喜、不过悲，心
平气和，尽量减少过大的情绪波
动。

日上三竿不起床，东方既白才入睡

别让“春节病”来拜年
春节七天，有人是这样过的：与各路亲朋疯狂聚餐聚会，一场接一场；有人是这

样玩的：与亲朋好友通宵打牌；还有人是这样安排的：与家人欢欢喜喜外出旅游；更
多人可能是这样：宅在家中，将过去没睡足的觉都补回来！

从朝九晚五、有规律地睡觉，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东方既白才入睡。难得迎来
七天的自由放松，很多人放纵生活、习惯大逆转。医生提醒，春节期间，有些病是吃
出来的，有些病是玩出来的，还有些病是该睡不睡、该起不起闹出来的，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节日综合征”。

■ 本报记者 侯赛
春季阳气升腾

养生当护肝益肺
立春已过，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张伯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春季阳气升
腾，养生应以护肝益肺为主。

张伯礼说，中国传统以节气中的“四立”为四
季的起点，立春这一天“阳和起蛰，品物皆春”，
由于人们冬季进补、厚衣被、少活动，加上室内
温度高，形成体内热郁积，立春气候转暖后阳气
生发，易使人肝阳上亢，容易出现上火、口鼻干、
嗓子干等症状，有的甚至出现口腔溃疡，眼睛发
红等。

“所以春天要少食用羊肉、海鲜等发性及高热
量、油腻食物，多吃清淡的绿叶蔬菜、新鲜水果，适
量食用鱼肉、鸭肉等食物，通过饮食来清理内热，
同时要适当多饮水。”张伯礼说，春天属木入肝，肝
喜酸，所以要少吃酸多的东西，而通过辛甘之味益
肺健脾，可以抑制肝气过于升发，多吃益肺气的食
物，如银耳、萝卜、荸荠、柑类食品，养阴清肺、润
肺。

张伯礼说，人春季易有春困感觉，会出现情绪
不稳定，也就是春躁，这时要适当增加运动，包括
太极、体操、爬山、游泳和散步，伸动肢体的活动要
多做，有益于气机疏泄。 （新华社）

健康百科

孕妇服用抗生素
增加孩子患病风险

澳大利亚和丹麦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女性
在怀孕期间服用抗生素会增加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患感染性疾病的风险，且顺产出生的孩子更容易
受感染。

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所2月5日发表新
闻公报说，该机构研究人员和丹麦奥胡斯大学同
行一起，分析了1995年至2009年之间出生的约
77万名丹麦儿童因感染住院的数据，以及他们的
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抗生素的情况。

研究发现，女性孕期服用抗生素将导致孩子
在0至14岁期间感染疾病的风险增加约20％，在
预产期前服药或孕期服药超过一个疗程对孩子的
影响更大。此外，在孕妇服用抗生素的情况下，顺
产出生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染疾病的风险比剖
腹产出生的孩子更高。

研究人员认为这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有
关，顺产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群主要来自母亲的肠
道及产道，而剖腹产婴儿则从母亲的皮肤和医院
环境中获取微生物群。

领导这项研究的杰茜卡·米勒说，服用抗生素
会破坏肠道中的菌群平衡，而健康的菌群对儿童
免疫系统发展和预防疾病十分关键。“孕妇发生孕
期感染很常见，并且需要接受适当治疗，但务必注
意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英国《国际
流行病学杂志》季刊上。 （新华社）

四个坏习惯比喝酒还伤肝
众所周知，肝脏是人体内以代谢功能为主的

一个器官，并有去氧化，储存肝糖等功能。肝脏
血液供应非常丰富，肝脏的血容量相当于人体总
量的14%，所以肝的作用非常大，万不可轻视。
但是在很多时候，人们的一些坏习惯在某种程度
上伤害了我们的肝脏。山西省中医院肿瘤三科
医生裴云霏提醒，有四种坏习惯，比喝酒还“伤
肝”。

过多的糖分摄入。食用过多高糖食物，不仅
易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肝脏内，诱发脂肪肝，而且
还会使胃肠道的酶分泌过多，影响食欲，加重胃
肠胀气，所以大家应少食高糖食物，如巧克力、甜
品等。

爱吃辛辣食物。辛辣、刺激食物可刺激胃黏
膜，使胃酸分泌增加，从而加重肝脏负担，特别是
肝炎患者食用后会加重肝脏负担，诱发消化道出
血，所以大家应少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芥
末等。

经常吃加工的食品。加工的食品含有防腐
剂和食品添加剂，大量食用后会加重肝脏解毒、
代谢负担、诱发肝损伤，所以大家应少食加工食
品。

摄入过多亚硝酸盐。研究发现，亚硝酸盐可
在胃内合成亚硝胺，从而变成一种强烈的化学致
癌物，诱发肝癌，所以大家应少食含亚硝酸盐的食
物，如泡菜、腌菜、咸鱼等。 （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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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孩子打呼噜，家长们大多不
当回事。专家提醒，儿童打鼾可
能是腺样体或扁桃体肥大导致
的，应及时找医生诊治，否则可
能影响其生长发育和认知功能。

日前，6岁男孩兜兜的妈妈终
于露出了笑脸，因为兜兜终于摆
脱了打鼾的困扰，能够睡上安稳
觉了。原来，兜兜自出生以来睡
觉就会打呼噜，并且睡眠不安
宁。随着孩子年龄增大，他的脾
气也越来越大。为此，妈妈带着
兜兜辗转国内多家医院，却一直
无法治愈。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兜兜的
妈妈带着他来到海南省第三人民
医院就诊。该院耳鼻喉科主任顾
兴智通过检查发现，兜兜患的是

“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
气综合征”，简称“儿童鼾症”。病
因是由于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导
致上气道机械性堵塞。同时伴有
扁桃体反复发炎、肿大，腺样体发
炎，脓性分泌物积聚在鼻腔和鼻
咽腔，导致患儿睡眠呼吸暂停，从

而缺氧。
顾兴智为兜兜实施了微创

手术，手术当天，兜兜就能安静
入眠了，困扰兜兜多年的呼噜终
于消失了。

儿童打鼾是疾病吗？顾兴
智介绍，“儿童鼾症”是指因部分
或完全性上气道阻塞而导致睡
眠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出现生
长停滞、心肺功能异常、神经损
害、行为异常等临床表现的综合
症。

“儿童鼾症”常见的临床表
现，包括睡眠时打鼾、张口呼吸、
呼吸费力，甚至口唇紫绀、睡眠
不安、活动过度、多汗、觉醒、挣
扎或睡眠惊恐，部分患儿伴有尿
床。严重的则会发展为多动症、
学习成绩差、发育迟缓、烦躁、易
激惹、性格行为异常、注意力缺
陷、晨起头痛、学习成绩不良等
现象。

其实，儿童打鼾不仅可以引
起以上几种问题，还会导致孩子
生长缓慢、智力发育落后、引起
渗出性中耳炎、甚至可能影响儿
童的面容。顾兴智表示，儿童在

打鼾时由于鼻咽部阻塞、张口呼
吸，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久而
久之，可导致面部畸形发育，形
成“腺样体面容”，一旦形成就难
以恢复。

“腺样体切除术和扁桃体摘除
术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过
敏性鼻炎和体重超标儿童的减肥
治疗也不容忽视。”顾兴智说。

“儿童鼾症”的预防同样也
很重要。顾兴智指出，孩子在
营养方面要保持均衡，防止因
营养过剩而出现肥胖；保证儿
童作息时间的规律性，减少夜
间的剧烈活动；注意增强身体
抵抗力，减少各种急慢性呼吸
道传染病的发生，避免炎症引
起的上呼吸道阻塞；患有过敏
性疾病要及早治疗。

他还提醒，宝宝在睡眠中出
现的一些小异常如抽搐、惊醒、哭
闹、觉醒等，都可能是宝宝身体健
康出现问题的信号，父母应该引
起重视，及时带宝宝到医院接受
相应的检查，充分了解和认识相
关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

高兴过头
小心情绪病

宝宝打呼噜 只因睡得香？
“儿童鼾症”：影响发育，越长越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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