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市民孟爹爹想咨
询，春季如何正确饮食呢？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提醒，春季应由冬季的进补转为饮
食清淡，减少动物蛋白，增加植物蛋白，
少吃肥肉等高脂肪食物，避免加重脾胃
负担，产生饱腹感，加重“春困”现象。
春天养阳，饮食宜温热，忌生冷，如阳虚
体质者可经常吃点生姜，也可选择进食
一些韭黄、韭菜、茴香等偏温的果蔬以
驱寒暖胃。

春季多发口腔炎、口角炎、舌炎和某
些皮肤病等，这些大多是因为新鲜蔬菜
吃得少而造成的营养失调。所以春季饮
食上应适当增加果蔬比重以摄取足量的
维生素，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补充充足的

营养素，防止身体因营养元素不足造成
失衡状态，引发各种疾病。

早春季节，昼夜温差大，气温仍较
寒冷，所以人体还是需要贮备一定的能
量来维持御寒功能。可以适量食用谷
物类高热量食物，例如扁豆、黄豆、红
豆、芝麻、核桃、花生、豆制品等，保持身
体健康。

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食品，如鸡
蛋、鱼类、虾、牛肉等。肉类食物中含有
丰富的蛋氨酸，而蛋氨酸正好具有增强
人体耐寒的功能。

春季人的肝功能旺盛，如果居民过
量食用酸味食品，肝气更加旺盛，会导
致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影响人
体健康。所以春季饮食养生中应该尽
量少吃酸味食品，以防肝气过盛。

春季饮食注意事项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最近，

家住温泉城区的刘女士感觉自己的脸
非常干燥，鼻子起皮，眼角也出现一些
小细纹，为此，她苦恼不已。她想咨询，

“春季应该如何护肤？”
市中心医院皮肤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春暖花开的季节多风，干燥是护肤
面临的一大问题。春季里，干性肌肤会
出现皮脂分泌少，皮肤干燥缺水，缺少
光泽，并容易产生皱纹。

干性肌肤的护理，在选择护肤产品
时，不要选择碱性强的护肤品，以免会
抑制皮脂和汗液的分泌，从而让皮肤变

得更加干燥。市面上特别流行的天然
皂、手工皂就不适合干性肤质。

睡前要用温水洗脸，洗完脸用保湿
化妆水来补充肌肤水分；在饮食上应选
择一些脂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

防晒是夏天每个人都必定会做的
事情之一。其实春天的紫外线一点也
不比夏天的弱，如果春天不注意防晒，
那么过段日子，色斑就会找上你了。因
此春天的防晒工作必须做好。

护肤是一个内调外用的过程，女性
在于内在的调理会比化妆品使用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因为化妆品只能在皮肤的
表面起到一些作用，而内在调养是从身
体各个部分的调理，对于皮肤而言，更是
由内到外的一种显现。女性要注意对化
妆品的使用，切勿成为皮肤依赖品。

春季如何护肤？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温泉食药监所

开展春季校园周边专项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丹华报道：为进一步加强温泉辖区

校园及周边（含托餐机构）食品安全监管，确保广大师生的
饮食安全，温泉食药监所自2月22日起对辖区内的学校食
堂、校园食品小商店及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单位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的证照情
况、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台账、索证索票、
食品留样、从业人员晨检记录、餐饮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
物处置、“四防”（防蝇、防鼠、防虫、防尘）设施及“明厨亮灶”
建设情况等;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重点检查索证索票和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落实情况，是否销售“三无”食品和无法
提供产品检验报告的“五毛”食品及散装食品储存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等，并严加规范整治校园周边托餐机构。

执法人员对“四防”设施不完善的3家幼儿园食堂，无
从业人员晨检记录的2家幼儿园食堂，厨房功能分区布局
不合理的1家幼儿园食堂，未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5
家餐饮服务单位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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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空气，
烤面包或猛于汽车尾气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烤面包导致空气中颗粒物增加，烤
面包机周围空气污染程度甚至比交通繁忙的路口还严重。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研究人员复制一座典型
三居室住房，并安装数十个监控器，评估清洁和烹饪等活动
如何影响户内空气质量后得出上述结论。他们发现，尽管
烤肉或煎炸等烹饪方式均会污染空气，但烤面包危害最
甚。只要开启烤面包机即向空气中释放有毒颗粒物，残存
在机器内的面包屑受热也会释放不少颗粒物。

参与研究的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助教玛丽娜·万
斯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4日至17日举行的年会上展示研究
早期结果时说，除了面包受热会释放一系列物质，烤面包还
会产生其他有害物质，包括酵母受热产生的乙醇。“若以户
外空气质量标准衡量，这相当于‘非常不健康’的空气污染
水平”。研究人员因此建议，面包烤到颜色金黄即可，烤焦
尤其对空气质量不利。

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家用清洁喷雾剂、插电后散发香气
的空气净化剂等日用品均会造成户内空气有毒颗粒物和化学
物质含量上升，点燃香氛蜡烛或木炭炉灶同样污染空气。

先前发表于《大气》杂志的研究报告显示，面包烤成金
黄色时，烤面包机周围每立方米空气含300至400微克颗
粒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立方米空气中细微颗粒物含
量不超过25微克，粗颗粒物含量不超过50微克。若面包
烤至棕色甚至局部发黑，烤面包机周围空气颗粒物浓度则
升至每立方米3000至4000微克。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世卫组织12日发布数据称，全球12
岁至35岁人群的近半数，即11亿人，正面
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目前，占全
球人口5％的 4.66亿人有衰退性听力损
失，较2010年3.6亿人水平显著增多。世
卫组织预测，到2050年将有9亿人有衰退
性听力损失，相当于每10人中有1人听力
衰退。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
陈智斌介绍说，过去出现听力减退或听力
障碍，最常见的是一老一小，即65岁以上
老人和新生儿，但是，现在年轻人发病率
明显升高。这与生活习惯、环境因素关系
密切。

陈智斌和同事曾做过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长期工作在噪音大的环境，工人听力
受损比例非常高。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
环境并无噪声危害，他们出现听力损伤的
原因大多是因为经常出入歌厅酒吧等噪音
大的娱乐场所。更常见的原因是，不少年
轻人在公交地铁、马路上等嘈杂环境中戴
着耳机听音乐或者看视频，为盖住噪音，他
们往往不由自主调大音量。耳机音量过
大、带耳机时间过长，是损伤听力的重要因
素。此次世卫组织发布信息时明确指出，
目前全球约半数年轻人在使用手机等设备
听音乐时音量高于安全水平。

年轻人发病率明显升高

听力减退

要想保护你的听力，除了尽
量避免环境噪音带来的损害、安
全使用耳机，还要注意这些方
面：

1.注意耳部卫生，避免进脏
水。不建议经常掏耳朵，避免因
操作不当或工具不洁导致损伤
和感染。

2.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
诱发中耳炎等耳部疾病。

3.注意劳逸结合，保障睡眠，
避免疲劳、紧张等诱发突发性耳
聋。

4.防治慢性病。中国残联发
布的数据显示，老年人中近60%
的听力障碍病因是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等慢性病为主的非遗
传性疾病。因此从年轻开始，就
要注意防范“三高”，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高血糖）等
慢性病的一定要积极治疗。

5.谨慎使用耳毒性药物，不
滥用抗生素，用药要遵医嘱。

6.发生听力下降尽快就医，
不要错过最佳就诊时间。对于
年幼的孩子，家长平时要注意观
察，如果发现交流时常表现得漫
不经心或常需要别人重复、上课
注意力不集中、看电视音量开得
很大等现象，就要留心是否有听
力下降的问题。

（本报综合）

你要这么做

保护听力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报道了《耳
机质量调查》，报告显示，在对某高校
382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耳
机使用率高达99.8%，已经出现噪声性
听力损伤的人数超过1000人，占比接
近30%。

另据欧盟出具的一份调查报告，戴
着耳机听音乐，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
时长超过30分钟，可能引起暂时性听
力下降。如果每天超过89分贝音量听
音乐，时长达一小时，持续5年就可能
永久丧失听力。

陈智斌建议，为保护听力，有必要
减少耳机使用时间，使用耳机要遵循

“60-60”原则。

所谓“60-60”原则是指一种国际
公认的保护听力的方法，即：使用耳机
时，音量一般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
60%，能调至更低最好；连续使用耳机
的时间则不宜超过60分钟。成人每天
戴耳机不要超过3—4小时，未成年人
不超过2小时，并且每次佩戴耳机30—
40分钟后，就要让耳朵得到充分休息。

不要在嘈杂的环境中听音乐，当你
发现在嘈杂环境中音量调大到60%的
时候还听不清那就该摘下耳机了，再接
着听只会损伤耳朵。有条件最好使用
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降噪耳机可以减
少听音乐时的噪音影响，从另一方面帮
助我们降低耳机音量。

让听力很受伤耳机使用不当

陈智斌提醒，除了听力减退，突发
性耳聋亦不可忽视。在年轻人中，突发
性耳聋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年春节
过后，陈智斌所在科室的病房里就陆
续收治了10多例突发性耳聋。

突发性耳聋，是指听力在很短的时
间内，比如在数小时或数天内下降至最
低点，患者常常在一觉睡醒后或日常生
活中突然发现一侧耳朵听力消失，有的
还伴有头晕、耳鸣、耳闷症状。

歌手张靓颖曾在演唱会自曝右耳
间歇性失聪近10年！之前也有吴克
群、滨崎步等歌手被曝有类似症状。

为什么这些歌手容易出现这样的症
状？有医生分析：首先因为他们需要
长时间戴着耳机，高分贝噪音刺激内
耳；其次，过度劳累、压力大、睡眠差、
情绪紧张等是突发性耳聋的主要诱
因。

听力损失往往是不可逆的。针对
突发性耳聋的治疗目前有效率在70%
左右，治疗是否及时有效是治疗效果好
坏的关键。所谓“急病”还需“急治”，发
生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及时治疗，一般发
病3天内的治疗效果最佳，超过半个月
再进行治疗，效果就欠佳了。

突发性耳聋年轻人还要提防

“自拍成瘾”
是不是一种病？

《国际心理健康和成瘾期刊》日前发表研究指出，过度
自拍并把自拍传到网上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研究者把这
种障碍称为“自拍成瘾”。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李
艳表示，评判“成瘾”是有标准评价方法的，网上一些自测表
并不靠谱，但如果一旦达到成瘾的程度就要考虑采取措施

“戒除”。

是不是成瘾？看有无戒断反应

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工具，让不少人爱上了自拍，那
些爱自拍、爱上传的人是不是就真成瘾了呢？

李艳认为，网上流传的一些“病情量表”往往调侃的成
分多，并不专业。

“自拍是希望得到认可，或者是自我欣赏的行为，一般
情况下并不会成瘾。”李艳说，而成瘾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为
了某件事情，宁可放弃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无法控制自
己，无时无刻不想做这件事。与药物成瘾、毒品成瘾相似，
达到“成瘾”级别的人对自拍有严重的依赖性，还有人在无
法拍出美丽照片时不惜去做整形美容手术。

李艳表示，判断是否成瘾，医生在诊断时会从心理、身
体、行为等多个角度进行评估。而如果一个自拍者真的成
瘾，它会具有成瘾者类似的行为，一旦离开手机会出现身体
不适，甚至出现精神抑郁和功能障碍的戒断症状。

李艳说，出现戒断反应说明成瘾。不同的成瘾有着
不同的戒断反应，例如阿片类戒断综合征：会出现肌肉疼
痛或抽筋、胃肠痉挛、恶心、呕吐等。维生素B6依赖综合
征则有抽搐、腹泻、惊厥等戒断反应。戒断反应一般伴随
着难以控制的行为，因此，当一个人不自拍、没收到点赞，
只是心情郁闷、反复刷屏的话，还构不成一个真正的“自
拍成瘾者”。

依赖科技产品需适度

用标签来概括人类的复杂行为，会给人错误的心理暗
示。轻易将人们对现代科技的依赖看成是心理疾病，也遭
到了很多的批评：本来没什么问题，却被媒体和研究结果说
成了大问题。现代科技如果令人成瘾，那么它背后的产生
机制，仍需更大量的基础研究来证实。

但无论是否成瘾，在不合适的地点或时间自拍确实造
成了巨大的损失，有数据统计，从2011年开始，全球范围内
至少有超过250人在自拍时因为意外而死亡。因此，仍需
要适当提醒人们增加控制力，适度自拍。

目前大多数迷恋自拍的人群在被叫停自拍之后，也仅
仅是出现焦虑、心不在焉等表现，但是当出现更有吸引力、
或者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后，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

“能够被其他事物转移注意力的状态，并不算成瘾。”李
艳表示。李艳建议，获得认可、获得自信不必依靠在网上发
布照片求点赞来获得，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多做有益的事
情，例如在运动、学习中通过不断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自然
而然会赢得自信。 （本报综合）

滥用保健品，不仅令你的钱包“受伤”，肝脏
也可能难免受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日前发布消息称，该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茅益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5医院陈成伟教
授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国际知名期刊《胃肠病
学》在线发表一项研究成果，证实了我国药物肝
损伤患者中26.81%的人系服用保健品或中药
导致。

药物性肝损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药物不
良反应之一，也是当前急性肝损伤最为常见的
病因之一，严重者可导致急性肝衰竭甚至死
亡。根据茅益民团队针对300余家医院2万
余数据研究显示：我国药物性肝损伤高于西方
国家。

近年来，我国因肝病需住院的患者中，药物
性肝损伤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发生率仅次
于病毒性肝炎及脂肪性肝病（包括酒精性及非
酒精性）。但由于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和诊断

标记物，尤其是药物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起病较
隐匿，临床上常常不能及时被发现或不能被确
诊。

此项研究共纳入308家医院的25927例药
物性肝损伤患者，是国内迄今最大规模的药物
性肝损伤流行病学研究。研究报道了中国大陆
地区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住院患者药物性肝
损伤诊断率，并以此为依据估算了中国大陆地
区普通人群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研究显
示，我国普通人群中每年肝损的发生率至少为
23.80/10万人，高于西方国家，已成为不容忽
视的问题。

研究也展示了在中国人群中导致药物性肝
损伤的主要可疑药物，包括西药、中成药、草药、
膳食补充剂等。其中，引起药物性肝损伤的最
主要药物为各类保健品和传统中药（占
26.81%）、抗结核药（占21.99%）、抗肿瘤药或
免疫调整剂（占8.34%）。 （本报综合）

我国近三成药物性肝损伤
系乱用保健品或中药导致 开学之初，许多医院眼科门

诊迎来学生就诊高峰。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中心
副主任医师潘飞表示，来检查视
力的孩子中80%至90%的近视度
数较之前有所加深，增幅多在50
至75度之间，有个别孩子一个寒
假里近视度数增加了200度，目前
近视已呈现出低龄化、度数越来
越高的特点。

除了近视问题，因为春节连
续用眼过度，不少孩子眼睛还出
现重影、斜视等问题。浙江省人
民医院眼科医生余洁表示，家长
对孩子玩游戏、玩手机管得很严，
但上网课家长都支持，其实让孩
子长时间学习网络课程是不可取
的。

如今市面上宣称能治疗近视
的产品层出不穷，有理疗仪器，有
具备“远红外穴位刺激”的眼镜，

有按摩眼贴，不少家长为了能让
孩子摘掉眼镜常常会“乱投医”。

潘飞提醒，市面上宣传的按
摩仪、近视治疗仪等，没有任何科
学依据表明它们的有效性，目前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治疗”近
视，只能做到矫正视力，对于青少
年儿童来说，及时、准确的医学验
光和科学验配角膜塑形镜，是近
视后最合理的做法。

多位眼科专家还提到控制近
视要多进行户外运动。眼科专家
认为，即便是阴雨天，室内外运动
也有区别。在户外充足的自然光
线照射下，瞳孔会变小，使成像更
清晰；在户外运动时，眼睛更喜欢

“远距离”和“追逐视”，焦点来回
切换，眼球的调节作用更好。此
外，户外的光照强度会激发人体
多巴胺分泌，而多巴胺会对近视
发生起到预防作用。（本报综合）

矫正视力切勿“乱投医”

11亿年轻人面临听力受损风险

你是其中一员吗？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数据称，目前全球有约11

亿年轻人(12-35岁之间)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

风险，个人音频设备音量过大，例如用手机听音乐，是

造成风险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