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1日上午 8时左右，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青年教

师赵艳云在华中科技大学听课时

突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不幸

去世。

赵艳云与妻子都是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引进的优秀人才。 校方

介绍，赵艳云平时是位运动达人，

性格热情开朗。 治学上， 勤奋刻

苦，经常熬夜科研。

赵艳云去世的消息一经发

布，短短 3 小时内已有近 45 万点

击量、3000 条评论。 网友们惋惜

“天妒英才” ，同时“熬夜” 和“运

动达人” 等关键词也引起了网友

热议。

这几年常常发生熬夜猝死事

件， 让习惯晚睡和熬夜的朋友陷

入深深的恐慌。 到底几点睡才算

熬夜？

问题一：凌晨 4 点睡，中

午 12点起，算熬夜吗？

严格来说 ，不

算。

目前有两个公

认的调节睡眠的影

响因子，一个是生

物钟，另一个是睡

眠自我平衡。 也

就是说：睡眠的

一 个 重 点 是

“要规律” ，另

一个是“要睡够” 。 如果生物钟不

规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而醒的

时间越长，就越感到疲倦，越需要

睡觉。 但如果一直都是凌晨 4 点

睡、中午 12 点起，前面说的两个

因素都满足了， 对于已经习惯了

昼伏夜出的生活，就都不算熬夜。

问题二： 每天少睡一两个小

时算熬夜吗？

算，哪怕你每天都早早上床。

长期的慢性睡眠不足， 比急

性的通宵熬夜更严重。 有研究表

明， 连续两星期每天减少睡眠 2

小时和连续 48 小时不睡觉，都会

降低大脑的认知功能， 影响是一

样的， 但慢性睡眠不足需要的恢

复时间，却要比通宵更多。

所以，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

定要每天睡够 8 小时， 但如果长

期睡眠不足会得不偿失。

问题三：熬夜了能补回来吗？

偶尔熬夜的话，能，补觉肯定

会比完全不补好。

有研究表明， 经历过一晚没

睡之后， 平均需要一周左右的时

间， 学习与记忆水平才能恢复到

熬夜前的状态。 如果是经常熬夜

的话，就真的很难补回来了。

问题四：必须上夜班怎么办？

如果是一直只上夜班， 反而

问题不大。 真正的问题是，要在白

班、夜班之间不断地转换。 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也明确提出： 倒班工

作扰乱生物钟，是有致癌风险的。

如果必须倒班， 那么能做的

就是：

1. 尽量减少轮班改变的次

数； 2.尽量按照顺时针的时间顺

序倒。先是日班（比如上 9点到下

午 5 点），再是小夜班（下午 4 点

到凌晨 1点），再是夜班（晚上 11

点到早上 7 点）， 最后回归到日

班；3.注意调节光照，光照会影响

生物钟。 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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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课堂

很多中老年人有肌无力、 驼背的

现象，我推荐经常练习“肌活操” 。

准备动作 站在一张稳固的椅子

前， 双脚张开与臀部同宽。 向后退 1

米，双手伸直放在椅面上，身体重心落

在双脚脚掌，双手只需轻松平放。

右臂前伸 坐骨向后移， 微微弯

曲左侧腿，右侧手臂尽可能地向前伸。

同时，将坐骨尽量往后移。然后换一侧

练习。

拉伸前表线 弯曲手肘， 挺直背

部，将位于脚部的重心慢慢向前移，同

时上半身慢慢朝椅面方向靠近。 伸直

手臂， 将上半身推起， 使身体完全伸

展，注意收缩下腹部。

弧线拱背 在第四式的基础上，

使背部拱起，完成一个弧线运动后，恢

复到准备式姿势。

非洲式弯腰 坐在椅子前沿，挺

直身体，两脚分开稍比臀部宽。下巴朝

胸部缩，脊柱一节一节地向下弯，直到

指尖能触碰地面， 使上背部筋膜得到

充分拉伸。 注意膝盖要保持在脚尖上

方。（提醒：需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量力

而行，切勿盲目运动，以免造成损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四

骨科医师 曾屹峰

做做“肌活操”

改善肌无力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阳

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众号，

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病人总喜欢问医生， 生病了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医生一般都

会告诉病人， 尽量不要吃辛辣刺

激食物，忌烟酒，多喝水等等。

并不是说辛辣是一切病的促

进者，而是辛辣刺激食物对绝大多

数疾病的恢复都是不利的因素。比

如手术后的病人肠胃功能比较弱，

肠道粘膜屏障受到破坏，吃辛辣食

物不利于肠胃功能恢复。

消化系统疾病的病人， 比如

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

辛辣食物会直接刺激胃粘膜，还

会促进胃酸分泌增加， 从而加重

病情。

呼吸系统疾病， 比如上呼吸

道感染、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肺炎等，辛辣食物会刺激咽喉部，

使咳嗽加剧， 还会诱发支气管痉

挛，使胸闷气喘症状无法缓解。

对于肿瘤化疗病人更是如

此，清淡饮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

化疗药物刺激胃粘膜， 不可再吃

辛辣食物增加胃肠负担。

另外，吃辛辣食物容易上火，

比如口舌生疮、口腔溃疡、咽喉发

炎等， 会容易出现便秘， 诱发痔

疮、肛裂。

在中医里更是如此， 除了辛

辣可能会加重病情之外， 很多中

药是不能与辛辣食物同食的，会

降低药物的疗效。 生病过程中还

是尽量控制一点， 以清淡食物为

主。 胡洋

入秋后寒凉渐重， 养生最主

要的是预防“凉燥” ，同时养护好

最易受伤的三个部位。

护肤补水： 梨皮梨肉煮汤喝

秋季应肺，而肺主皮毛，所以皮肤

的干燥与肺燥有关系。 梨是润肺

最好的选择。一般人生吃就行，脾

胃弱、 体质虚寒的人最好蒸熟后

吃， 也可以把梨皮削下来与梨肉

一起放到锅里煮水喝，吃梨肉、喝

汤即可。此外，老人在食疗上可适

当选择些补气血的食物， 比如大

枣、枸杞等。

护脾养胃： 空腹吃几片醋泡

姜 深秋不少肠胃功能不佳的人

胃酸、胃胀、胃痛频繁发作，最好

的养胃办法就是祛寒气。 把新鲜

的生姜切成片找个小瓶子用醋把

它泡上， 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吃

两三片。特别是有吐酸水、大便溏

泻、手脚怕冷的人，吃醋泡姜比较

适宜。

护肺保阴： 干山药打粉泡水

喝 秋天五行属金， 金与肺相

应， 所以肺气较弱的人在秋天就

容易发生一些肺系疾病，如感冒、

哮喘等。 肺为金，金属白色，可多

吃点白色食物，尤其是山药。将山

药打成粉，用温水冲成糊糊喝，也

可以蒸熟了蘸着白糖吃， 或者是

熬粥、做菜。

广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

任 林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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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后缓解伤痛， 有人选择

冷敷，有的人则选择热敷。 那到底

哪种方法才是科学的呢？ 贵州省

骨科医院运动医学科李建医师表

示，选择哪一种需视情况而定，一

般来说， 无明显开放性外伤的急

性损伤采用冰敷， 而对于慢劳损

型损伤则多用热敷。

李建医生说， 应对如跌倒、扭

伤以及直接撞击等突发外伤引起、

无明显开放性外伤的急性损伤，可

采用冰敷。 如此不仅能够抑制患者

感觉神经，起到镇痛、麻醉的效果，

还可以改善患处周围的血管通透

性，防止水肿的出现。

同时， 借助低温所带来的冷

刺激，可使组织代谢率降低，进而

降低炎症反应发生的可能， 减轻

红肿、热痛的症状。 待早期肿胀、

疼痛得到控制后，可改用热敷。

而热敷则主要用于急性损伤

的后期（损伤 48小时后），以及腰

肌劳损、肩周炎等慢性损伤。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冷敷还

是热敷，在敷疗期间也是有一定讲

究的。 李建医生表示，选择冷敷一

定要注意时间，一般每隔 2-3小时

进行一次，如果患处肿胀、疼痛、发

热明显，可将间隔时间缩短至 1-2

小时一次。 同时，每次冰敷时间应

在 15-20分钟，时间过长会导致血

管反射性扩张，适得其反。

而冰敷的最佳位置， 应为患

处最痛、肿、热的地方。 以膝关节

为例，患者可选择以疼痛、肿、热

最明显的部位为中心进行冰敷，

期间可以适当移动， 从而实现整

个关节的冰敷。

此外， 冰敷期间要注意防止

凝结水滴污染伤口， 而对于年老

体弱者、 孕妇以及经期女性等则

不宜进行冰敷。

热敷则需注意， 温度应控制

在 40-50℃，每次热敷的时间约为

30 分钟左右， 一般情况下， 每天

2-3 次即可，特殊患者可根据医嘱

调整热敷的时间和频率。

对于有糖尿病足、感染、皮肤

热过敏史、 深静脉血栓、 恶性肿

瘤、 热敷后皮肤感觉异常以及可

能诱发急症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则不宜热敷。 本报记者 王杰

受伤后 该冷敷还是热敷

贵州省骨科医院专家：视情况而定

专家解说

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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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养生 做好“三护”

生病后 为啥要忌辛辣

秋燥，最大的危害在于会引起心

脑血管疾病。 这是因为秋季天气干

燥， 体内会丢失大量水分和盐分，全

身的血容量明显下降，血液黏稠度升

高，血压上升，可能促进血栓形成，增

加心梗和脑梗的风险。

为了让血液不至于过于黏稠，建

议运动不要太激烈，多喝水，尤其是

大量运动后适当喝点淡盐水。建议坚

持每天清晨起床后喝一杯水， 大约

200-300 毫升就足够，如果夜尿不多

的人群， 也可以晚上睡前喝一杯水。

此外，要注意保暖，重点控制血压和

戒烟、戒酒。 若经专科医生判断为心

脑血管疾病的高危患者或既往有缺

血性脑卒中病史者， 在排除禁忌症

后，需长期口服抗栓药物以预防中风

发生和复发。 据《羊城晚报》

早晚一杯水

防止血黏稠

医生手记

肺热多因风热邪毒犯

肺，或者寒气入侵，郁结而

成， 症状常表现为咳嗽、咽

干、口臭、大便干硬不通畅

等。 这里推荐一款药茶，可

清肺热、润肺燥，补虚润肠。

取枇杷叶 10 克、 南杏

仁 15克、 松子仁 50 克、核

桃肉 50克、蜂蜜适量，枇杷

叶、南杏仁、松子仁及核桃

肉加水煮 20分钟，去渣，倒

入茶壶中，加入蜂蜜调味。

这几种食物共煮成茶，

除了适宜肺热人士，普通人

也可将它当做保健茶饮用。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杨志敏

杏枇蜜茶

清肺润燥

这几个问题不妨看看

爱熬夜，优秀青年教师心脏骤停———

几点睡才算熬夜

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