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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蓝光眼镜 不适合视疲劳者

热线预告

无痛胃镜与普通胃镜 有何区别

本报讯 肠胃不适时， 有人为

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会想去做胃镜

检查，但是一想到做胃镜检查会比

较痛苦， 就立马放弃检查的念头。

那么做胃镜检查，是不是真的很痛

苦呢？

明天 14时至 15 时，贵阳中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阳中医二附

院红岩医院麻醉科主任种朋贵，将

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就胃镜检查的相关知识与读者进

行交流互动。

据种朋贵主任介绍，胃镜检查

又被称为消化道内镜诊疗技术，这

是目前检查消化道疾病最常用最

可靠的方法，但是的确也会给患者

带来不同程度的不适感。有的患者

因为对消化内镜操作怀有紧张、焦

虑、恐惧的心理，在检查过程中会

出现咳嗽、恶心呕吐、心率增快、血

压升高等情况，严重时，甚至诱发

心绞痛、 脑卒中等严重并发症；还

有少部分患者因为无法忍受，不能

配合医生完成检查，也使得医生无

法对其进行诊断。

随着患者对医疗服务技术要

求的不断提高，目前，医学界已经

可以通过无痛胃镜消除或是减轻

患者的不适，从而增强患者对内镜

操作的耐受性，最大限度降低患者

在胃镜检查过程中发生损伤和意

外的风险。

无痛胃镜怎样做？其检查结果

与普通胃镜是否有区别？两者怎么

选？ 做胃镜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

备？ 针对此类问题，11 月 20 日 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还可关

注“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

微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

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

并在“健康森林” 刊登专家的相关

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李慧超）

明天， 贵阳中医二附院、 贵阳中医二附院红岩医院专家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做完头部按摩 43岁孕妇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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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岁的冯女士好不容易

怀孕了，可是她去一家按摩店

做完按摩， 当天就感觉不舒

服，在妇儿医院就诊之后发现

孩子保不住了。

按摩之后

突然孩子就没了

冯女士和前夫曾育有一孩子，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离婚了。去年以

来，大半年的时间冯女士一直在服

用中药，调理身体便于受孕，好不

容易今年终于有了身孕，她也很高

兴。 不久前，怀孕两个月的冯女士

吃过午饭后，来到一家养生店进行

按摩，因为之前经常来，和老板娘

也很熟悉。冯女士当时还问了店里

的人，自己刚刚怀孕，是否可以按

摩。 店里的工作人员一口答应，说

没事的。 于是，冯女士做了头部的

整体按摩，还做了颈部的淋巴按摩

等。

但是，下午回到家后，冯女士

就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 下体还

有出血状况。 于是冯女士马上赶

到了妇儿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最

后说孩子没有保住，流产了。

医生说法：

孕期按摩要谨慎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

医院针灸科汪德瑾医生解释说，

孕妇去做针灸、按摩理疗有导致流

产的可能性，但是概率不好说（因

为没人会拿孕妇做实验得出概

率）。 有些穴位按摩、针灸按照治

疗指南上来， 孕妇是禁用或禁灸

的，如三阴交穴等。

汪德瑾医生建议：在怀孕期间

有些活血、刺激较大的穴位不要去

按，特别是孕早期，非不得已的

情况之下，不要做推拿理疗针

灸。 另外，产科医生表示，头

部按摩从解剖学上讲，一般

不会引起孕早期孕妇流

产，但是，怀孕早期孕妇很多状

态都不稳定， 而且冯女士年纪偏

大，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据《宁波晚报》

跷二郎腿、歪头写字、葛优躺

……这些看似稀疏平常的姿势，却

在悄无声息中危及着人们的健康。

对此，贵州省骨科医院脊柱科赵国

权医师表示，特别是对于一些处于

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长期保

持以上不良姿势，很容易诱发“脊

柱侧弯” 。

赵国权医师说，前不久，就接

诊了一名脊柱侧弯的患儿。 该患

儿年仅 10 岁， 平时在写作业期

间，喜欢翘着二郎腿写作业，休息

的时候， 又喜欢瘫躺在沙发上玩

平板电脑。 直至家人发现她背双

肩包时，两侧肩膀不对称，出现了

“高低肩” ，为此家人将其送至医

院诊断，结果被确诊为脊柱侧弯。

对此，赵国权医师表示，根据

病因的不同，脊柱侧弯可分为很多

类型，其中以特发性脊柱侧弯最为

常见，即脊柱上各个椎体结构没有

异常，只是整体弯向一侧或者呈 S

型弯曲。 此类脊柱侧弯，多由后天

因素造成，即跷二郎腿、歪头写字、

葛优躺等不良姿势。 因此，要想避

免脊柱侧弯，首先要有良好的形体

姿态，如保持坐姿学习时，应让孩

子的身体距离桌子一拳，眼睛距离

书本一尺，且整个身体坐正，这样

可避免青少年因长期坐姿不正，进

而诱发脊柱侧弯的可能。

其次，孩子书包的重量，应控

制在体重的 10%以下。原因在于背

包过重不仅可能引起脊椎侧弯，还

会导致脊柱出现后弯、 前倾或扭

曲。 同时，肩背部的肌肉还可能因

极度紧张而疲劳， 进而促使脖子、

肩膀和背部容易受到伤害。另外还

应注意， 背包应选用双肩包为宜，

避免单肩包受力不均匀而带来的

体形歪斜。

同时，还应适当参加运动。适当

参加体育锻炼， 可全面增强脊柱两

侧，及前后肌群的力量。除了上好体

育课、做广播操外，每天都应坚持 1

小时左右的体育锻炼。 可依据自身

身体情况，适当多参加如单双杠、跳

箱、平衡木等活动项目，这样对预防

脊柱弯曲有良好的作用。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

期，因此，饮食健康是否合理，以及

钙质补充是否充足等， 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孩子脊柱的发育情况。

赵国权医师说，目前治疗脊柱

侧弯的最佳时机是 12 周岁之前，

建议家长应在孩子 12 岁之前，多

关注其脊柱的发育情况。如观察孩

子两脚并拢站直时，骨盆是否存在

倾斜、双肩是否等高，以及身体前

弯时，双侧背部是否对称等。 一旦

发现异常，就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

明确诊断，做到早发现、早检查、早

治疗，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实习记者 罗林 本报记者 王杰

长期坐姿不正 十岁娃脊柱侧弯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较重，

熬夜学习睡不够觉已成为常

态。 近日，美国科学家的一项新

研究表明， 青少年时期睡眠不

足对孩子们大脑的伤害会一直

累积、影响深远，增加老后记忆

力减退并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风

险。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

尔曼医学院的医学教授西格丽

德·维齐博士以小鼠为对象进

行实验， 发现睡眠中断和睡眠

不足导致幼鼠的身体机能损

伤； 影响认知功能的大脑蓝斑

和控制记忆能力的杏仁体处神

经元数量减少， 这些都会增加

老后认知障碍风险。

研究人员指出， 激素水平

处于峰值的青春期少年可能会

因为心理压力、 行为叛逆等原

因难以保证规律且充足的睡

眠。 但这个时期是他们大脑神

经发育的关键时期， 缺觉带来

的负面影响会比成年人严重许

多。 专家建议，为了大脑的终身

健康，18 岁以下的孩子晚间应

该保证睡足 8小时。

据《生命时报》

青春期缺觉

老了记忆差

有此一说

防蓝光眼镜流行，到底如何选

购和使用才靠谱？

保证三原则。无论使用何种功

能的眼镜都需要满足三个原则：

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持久，用得

更舒服。

必须选择合格产品。 防蓝光

镜片分两类， 一类是基片着色的

浅橙色镜片，底色较深，不适宜长

时间佩戴； 另一类是通过表面膜层

实现防蓝光，底色较浅。从效果来看，

这两类镜片的防蓝光效果差异不大。

后者的技术更先进， 光学表现更优

越。 需要注意，必须选购合格的光学

镜片，并且具有一定的防蓝光效果。

并非人人适用。防蓝光眼镜只

适用于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人，

不适用于视疲劳者。青少年儿童也

不应长时间佩戴，这类眼镜会形成

高阻断蓝光，易造成色偏、加重视

疲劳。家长也不能把防蓝光眼镜当

作“护身符” ，如果孩子长时期佩

戴却不节制用眼， 对眼睛伤害更

大。

湖南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

员会常委 张健

今日提醒

多项研究已证实， 每晚睡眠过多

或过少都会增加中风风险。 美国神经

病学学会杂志《神经学》刊登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 睡眠质量差对中风风险

的影响与性别和种族都有关联。 就性

别而言，男性睡眠差更易导致中风，而

女性中风风险与睡眠时长关系不大。

研究人员对参试者进行了平均为

期 6 年的中风风险跟踪调查。 其中，

10%的参试者每晚睡眠不足 6 小时，

7%每晚睡眠时间至少 9个小时。 在对

吸烟、糖尿病、心脏病等中风风险因素

进行调整后，研究人员发现，睡眠时间

偏长的白人男性， 罹患中风的危险比

睡眠正常的男性高出 70%。 无论种族

如何， 女性睡眠时长差异对其中风风

险并未产生明显影响。据《生命时报》

男性睡不好

中风风险高

据美国《医学快报》报道，澳大利

亚悉尼韦斯特米德医学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发现， 多食用绿叶蔬菜和甜菜根

有助于降低老年黄斑变性风险。

研究人员从蓝山眼科研究中选取

2000 多名 49 岁以上的澳大利亚成年

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为期 15 年的跟踪

调查。结果显示，每天通过食用绿叶蔬

菜摄取硝酸盐 100-142 毫克的人，比

每天少于 69 毫克的人患上早期老年

黄斑变性的风险低 35%。 每 100 克菠

菜大约含有 20毫克硝酸盐；每 100 克

甜菜根大约含有 15毫克硝酸盐。

研究人员表示， 每日适量食用富

含硝酸盐的食物可以作为 50 岁以上

人士降低患早期老年黄斑变性风险的

一种简单策略，不过，每天蔬菜硝酸盐

的摄入量超过 142毫克， 身体并不会

获得额外的好处。 据《生命时报》

多吃绿叶菜

眼睛衰老慢

有些人认为锻炼有损膝关节，于

是尽量“省着” ，甚至“能坐就不站、

能躺就不坐” 。 殊不知，久坐比走路更

伤膝。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

授苟波表示，久坐者患心血管疾病的几

率比偶尔运动者高 2倍； 会增加痔疮、

大肠癌、 乳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肌

肉功能退化， 脊椎和骨盆疾病高发，静

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增高。

对普通健身者来说， 跑步有利膝

关节健康（推荐每天跑 3-5公里）。苟

波教授表示， 为减轻久坐对身体健康

的不利影响，建议采用工间操的形式，

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各种碎片化锻炼，

主要包括力量和柔韧练习。 每次花几

分钟，选几个动作进行简单练习，就能

起到调整姿态、缓解疲劳、促进健康、

预防劳损的作用。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

授 苟波

久坐比走路伤膝

医生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