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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可发生在任何年龄段

青光眼可发生在任何年龄
段。该病有先天性的，症状是出生
后就爱流泪、畏光；有开角型的，看
似40岁以后的患者多一些，其实发
病过程可能在20多岁就开始了，直
到40岁后才表现出来；有闭角型
的，多见于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
人，这种情况最为常见。

近视患者因为长期视觉疲劳，
眼球壁的扩张变薄影响眼睛结构，
导致视神经对眼压的耐受降低。
升高的眼压一方面导致视神经损
害造成青光眼，另一方面眼球壁扩
张导致近视加重。

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
手机和电脑。长期近距离看手机
和电脑，电离辐射对眼睛是有损伤

的。有人晚上关灯后会躲在被窝
里看手机，此时人的瞳孔放大，调
节力度加强，损伤更重。有些人晚
上偷看手机时还怕家人查岗，带着
这样紧张的心情更容易引起眼压
增高，甚至会导致青光眼发作。

大多数青光眼患者是没有家
族史的。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其
发病率高一点。青光眼发展到晚
期会破坏周边视野，中央视野还是
存在的，所以视力好不等于没有青
光眼。

青光眼可能会导致失
明，无法完全治愈

青光眼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它会慢慢损害视神经、损伤视野，
导致视力下降。青光眼有一个可
怕的名字——“沉默的视力小偷”，

因为它发病时不疼不痒。
青光眼无法完全治愈。患上

早期青光眼时，不管是开角还是
闭角，都应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可
以控制其带来的严重视功能障
碍。大多数青光眼患者都需要终
身治疗，以延缓病情发展，但是病
情不能根治，严重者甚至要摘掉
眼球。

定期检查非常有必要

医生建议，40岁后尤其是五六
十岁的人，最好每年进行一次眼科
检查，这样才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青光眼的治疗手段包括激光、
用药和动手术等，可能阶段性取得
一定疗效，但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青光眼患者必须坚持复查，根据情
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

健康百科

矮小儿童长高
需早发现早干预

暑期医院儿科门诊有不少来咨询身高问题的
孩子和家长，孩子身高低于同龄人成为家长的烦心
事。专家提醒，家长若发现孩子身高与同龄人差距
较大，不可忽视或盲目听信广告宣传购买增高营养
品，应到正规医院尽早规范治疗。

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是衡量体质健康重要的指
标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约有800万矮小
群体，并且以每年16.1万人的速度递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梁黎
表示，90%的身材矮小儿童有自卑、抑郁等心理障
碍，矮小儿童成年后不具备正常劳动能力，面临升
学、就业、婚恋等方面的沉重压力。

近年来，浙大一院儿科收治了多名矮小儿童。
梁黎介绍，通过对孩子的遗传基因、营养、运动、睡
眠情况、内分泌激素、性发育情况和骨龄、宫内发育
情况等综合进行专业检测和评估，可以对孩子身高
增长做出科学准确的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改善孩子身高，包括应用生长激素在内的身高干预
治疗手段早已获得全球医学界的认可。

但在中国大多数家长不知道身高是可以安全有
效进行干预的，对于孩子长高存在认知误区：有的家
长在孩子身高偏离时盲目等待，固守“晚长”的老观
念；有的家长盲目听信广告宣传，给孩子吃所谓增高
补品，对正规干预治疗存在疑虑，耽误了孩子最佳干
预期。 （据新华社电）

长期头疼切莫掉以轻心
警惕脑动脉瘤

63岁的王奶奶总感觉头部发麻，伴有疼痛，却
一直误认为是血压高引起的，没有引起重视。近
日，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接诊了这位患者，经检
查，其长期头疼是因为患上脑动脉瘤。

据介绍，经头部CT血管造影(CTA)检查，医生
发现王奶奶大脑前动脉处有一个动脉瘤已破裂出
血。由于发现及时，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行手术治
疗，术后患者头疼消失。

“脑动脉瘤是成人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
发生动脉瘤破裂，其致死、致残率极高，因此被业界
称为‘不定时炸弹’。”襄阳市中医医院放射科主任
朱勇介绍，通俗来讲，动脉瘤就好比是汽车轮胎长
时间磨损后局部形成的鼓包，这种鼓包在汽车行驶
中可能会发生爆胎导致车祸发生。脑动脉瘤是在
脑血管壁上鼓起的一个血泡，其血管壁非常薄弱，
患者出现情绪激动或剧烈运动时会使血管壁压力
增高发生破裂。在脑血管意外中，脑动脉瘤引起的
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病率仅次于脑梗死和高血压脑
出血，位居第三，但死亡率却是第一位。

朱勇建议，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长期头痛等神
经系统病症，应及时去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据新华社电）

睡好“子午觉”
养生很简单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董莉

走出睡眠误区，和失眠说再见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关灯后躲在被窝里玩手机？

小心青光眼“偷走”你的视力
缺牙长期不补危害健康

小妙招
让你一夜好眠

三亚中心医院睡眠心
身医学中心副主任王配配
表示，良好的睡眠习惯是
高质量睡眠的基础，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提高睡眠质
量。

1. 睡前减少蓝光刺激,
尽量睡前1小时停止使用电
脑、电视和手机电子设备。

2.上床前把心中牵挂之
事记录在记事簿上,阅读一
些让人放松的纸质休闲读
物，听轻音乐或冥想等。

3.下午及晚上避免摄入
咖啡因含量高的饮品,例如
咖啡、可乐、奶茶、红茶、绿茶
等。

4.规律运动，但睡前2小
时应避免剧烈运动。

5. 营造温度适宜、光线
较暗的睡眠环境，使用舒适
的寝具。

6. 减少白天卧床时间，
午休控制在1小时之内。

7.早上起床后有意识地
接受光照，做好防晒。

（李艳玫）

●误区1：每天必须睡够8小时
专家观点：睡眠时间因人而异

刚出生的宝宝一天可能要睡20
个小时，大多数成年人每天睡6—10
个小时，短睡眠者的睡眠时间可能
会更少。

专家表示，“每天睡够8个小时”
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硬性
标准，睡后清醒、精力体力恢复、工
作及生活效率高即为合适的睡眠
量。但是，当睡眠时间比个人平时
正常状态缩短，睡眠质量明显下降，
精神状态变差，甚至出现情绪烦躁、
容易紧张焦虑等症状时，就要注意
改善睡眠了。

●误区2：睡前喝点酒有助睡眠
专家观点：酒精会降低睡眠质量

人在喝酒后往往会感觉疲倦和
昏昏欲睡，于是很多人以为喝酒有
助睡眠。专家表示，喝酒对最初的
入睡确实有一定帮助，但是随着酒
精的代谢，它往往会在后半夜让人
频繁醒来，睡眠也断断续续，最后导
致睡眠整体时间缩短，甚至引起多
梦、浅眠、醒后疲惫等情况。

此外，酒精还会使肌肉松弛，加
重或者引起打鼾、睡眠呼吸暂停，增
加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心律失
常和猝死的风险。另外，频繁喝酒
容易导致身体对酒精产生耐受，想
达到昏昏欲睡的程度就要加大酒
量。长此以往，可能睡眠问题没解
决，反而损害肝脏和引发酒精依赖。

●误区3：深度睡眠越多越好
专家观点：优质睡眠的主要标准

是入睡轻松、睡中香甜、睡后清醒

人的睡眠包括入睡期、浅睡期、
熟睡期、深睡期和快速动眼期。深
睡期时，人们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也
被称为“黄金睡眠”。在此睡眠阶
段，大脑皮层细胞处于充分休息状
态，肌肉充分松弛，感觉功能进一步
降低，不易被唤醒，对于消除疲劳、
恢复精力、免疫抗病等都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整个睡眠周期中，其它
睡眠时期也有其特定的作用，可以
补充身体在白天不同的损耗。有时
候，深睡眠过多反而可能是睡眠出
现问题的信号。

●误区4：打鼾是睡得香的表现
专家观点：打鼾或是疾病信号

很多睡眠质量差的人，很羡慕
头一沾到枕头上就开始打呼噜的
人，认为打呼噜就是睡得香的表
现。其实，打鼾是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的一个重要症状，可引起夜间
间断低氧及睡眠片段化，未经治疗
可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
血脂、高尿酸、脑卒中等疾病的风
险，年龄不大就可能出现心梗、中风
等问题，最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在睡
眠中猝死。

●误区5：随着年龄增长，睡眠
不佳是常态
专家观点：睡眠不佳应及时向医

生咨询

随着年龄增长，运动量减少，人
的睡眠需求确实会逐渐减少。与年
轻时相比，中老年人的总体睡眠变
浅，睡眠时间也逐渐减少，这都是很
普遍的情况。但是，如果睡醒后头
脑昏沉、乏力，白天总是想打瞌睡，
总是感觉疲惫难受，就需要找医生

咨询，查出问题所在。

●误区6：晚上睡不好，白天需
要多补觉
专家观点：按照生物钟规律作
息，利用午间30分钟补觉

频繁无规律地更改作息时间，
白天多次补觉或卧床休息容易导致
生物钟紊乱，让人更难获得补充精
力的睡眠，长期下去可能对生理和
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慢性
失眠。

●误区7：失眠只能靠药物解决
专家观点：针对原因寻找方法，

避免过于依赖药物

睡眠问题的产生原因有很
多。有些睡眠问题确实要在医生
指导下服用药物来帮助改善。而
有些睡眠问题并不需要靠药物，只
需要纠正以前对于睡眠的错误认
识以及改善日常不良睡眠习惯即
可。所以，要弄清楚自己睡不好的
原因，然后针对原因寻找改善睡眠
的方法，避免过于依赖药物。

对于许多海南人来说，午睡是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为什么喜
欢睡午觉？睡午觉有哪些讲究？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口
市中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范
良。

午睡时间不宜过长

“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句话
从侧面反映出午睡对很多人的重要
性。在范良看来，中国人自古就有
睡“子午觉”的养生传统。海南天气
炎热，天热易伤津，许多海南人会通
过睡午觉的方式来补充体力。

“人的身体会自我调节，午睡是
一种健康的养生方式。”范良表示，
人体的血压、心率、血糖、消化功能
均与自主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相
关。科学的午睡习惯可以明显缓解
日间紧张情绪，调节自主神经功能
和内分泌功能，使身体机能更加优
化，进而减少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率。

“不过，午睡虽好，也不能睡太
久。”范良提醒，每天的午睡时间不
宜太长，最好在1小时以内。人体
睡眠分为浅睡眠与深睡眠。人们在
入睡80至100分钟后，通常情况下
会逐渐由浅睡眠转入深睡眠。如果
在深睡眠时突然被唤醒，不仅不养
身，反而可能产生头晕等不适症
状。“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午
睡时间过久，反倒越睡越困。”范良
说。

午睡的正确打开方式

中医认为，中午是一天中阳气
最盛之时。白天过长的工作时间可
能会导致困乏和效率低下，最好的
解决办法是在中午小睡一刻钟至半
小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
到，午餐后，有人会斜坐在椅子或沙
发上打盹，有些人干脆趴在桌子上
睡。范良指出，以上这些睡眠姿势
都不科学。

“人体在睡眠状态下，肌肉会放
松、心率变慢、血管扩张、血压降低，
流入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尤其是
午饭后，较多血液进入胃肠。此时
如果再坐着打盹，时间久了大脑就
会缺氧，出现头重、乏力、腿软等不
适症状。”范良表示，趴在桌子上午
睡，会压迫胸部妨碍呼吸，增加心肺
负担。午睡时最好能平躺休息，即
便只是闭目养神也能有效缓解身心
疲劳，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由于龋齿、牙外伤和严重的牙
周病等原因，很多人面临缺牙问
题。一些人认为缺一颗牙没有太
大问题，便一直放任不管，其实这
是错误的想法。牙齿长期缺失不
补，不仅危害口腔健康，还会影响
身体健康。

1. 邻牙失去依靠，会影响全
口牙的咬合，健康牙向缺失牙的
方向移位，最后造成健康牙齿松
动。

2.影响脸型。对侧牙齿长期
缺乏咬合对象，容易导致咬合紊
乱，导致左右脸不对称。如果缺牙
过多，会对脸型产生影响。

3.缺牙区域容易堆积食物残
渣滋生细菌，如果清洁不到位，还

容易引发龋齿、牙周炎等口腔疾
病。

4.缺牙后食物咀嚼不到位，容
易增加肠胃负担，严重时还会引发
肠胃炎症。

5.前牙缺失会导致说话漏风、
含糊不清。

6.长期缺牙会使牙槽骨吸收
严重，容易导致骨密度和骨量降
低，最终连优选的种植牙都难以修
复。

温馨提示：口腔问题应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牙齿缺失后，应尽
快到正规的口腔医院进行检查和
修复。目前，牙齿缺失的三种修复
方式是活动义齿修复、固定义齿修
复和种植牙修复。

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本期科普专家：

史贻玉，海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专科主任医师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
过。良好的睡眠对恢复
体力、保持大脑清醒、维
持身体健康具有重要作
用。

生活节奏快、工作
压力大导致许多人睡眠
质量下降。如何睡个好
觉？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就此采访了三亚中心医
院睡眠心身医学中心副
主任王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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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血压升高
影响晚年大脑健康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
说，中年血压升高可能会影响到数十年后的大脑健
康，这显示有必要在更早的阶段加强监测血压。

该校学者领衔的团队长期跟踪了502名志愿
者的血压和大脑健康状况。这些志愿者都在1946
年的同一周内出生。团队对其中465人开展了脑
部扫描，用于评估大脑容量和脑部血管受损情况，
并在他们36岁、43岁、53岁、60至64岁期间、69岁
时分别测量血压情况。

结果显示，在受试人群中，53岁时血压上升并
在43岁至53岁期间经历较快血压增幅，与他们到
70岁时出现脑部血管损伤迹象或轻微中风存在关
联；43岁时血压上升并在36岁至43岁期间经历较
显著血压增幅，与年老后脑容量变小相关。

研究报告已刊登在英国《柳叶刀·神经学》杂志
上。报告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乔纳森·肖特
教授说，这项研究揭示了更多血压与大脑健康的复
杂关系，并且从中可以看出，30多岁时的血压也会
对数十年后的脑部健康产生连锁效应。

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有必要在进入中年以
前就加强监测血压，以便更好地预防相关疾病发
生。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