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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计算器或助预测
前列腺癌患者生存期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网站日前推出一款线上计

算器，前列腺癌患者只要输入相关检查数据，即可预测自己
的存活时间，并依据预测结果决定是否采取积极治疗方式。

前列腺癌病情发展因人而异。但要弄清楚每名患者属
于哪种类型并不容易，且手术或放疗等前列腺癌治疗方法
可能导致阳痿或失禁等后遗症。

剑桥大学学者文森特·格纳纳普纳格萨姆参与了在线
计算器“预测前列腺”的相关研究，他说：“输入数据，它会告
诉你采取治疗措施或什么都不做，你是否能再活10年到
15年。”例如，计算器可能预测，一名52岁男性患者，即使
什么也不做，仍有95%的几率活15年，若采取激进治疗方
式只能将这一几率增加1.7个百分点。另一名患者再活15
年的几率不到80%，若接受手术治疗则有望将存活15年的
几率提升11.7个百分点。

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用1万名英国男性的前列腺特异抗
原血检和活组织检查等检查数据，创建了这个预测模型，并经
过新加坡2500名男性样本验证。据刊载于美国《科学公共图
书馆·综合》的研究报告称，这套预测模型的准确率为84%。

人工膝关节
多数能用25年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牵头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患
者接受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以后，人工关节多数能用25
年或更久。

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多项研究结果，涉及澳大利亚、丹
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万名接受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
术超过15年的患者。接受全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中，人工
关节使用时间超过15年的比例为89%，逾20年的占70%，
25年以上的占58%；接受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中，93%人
工关节使用时间超过15年，90%超过20年，82%至少用了
25年。

研究结果由日前出版的《柳叶刀》期刊刊载。论文第一
作者乔纳森·埃文斯称，“许多人经常问医生，人工髋关节或
膝关节能用多久，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通用答案，先前研究样
本太小。”埃文斯说，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我们可以期
待，人工髋关节或膝关节能使用更长时间。”（本报综合）

市卫健委六项措施

抓实卫生健康宣传工作
本报讯 记者盛勇、通讯员余伟报道：3月19日，咸宁

市卫生健康委召开2019年全市卫生健康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了2018年度卫生健康宣传工作，安排部署2019年
工作。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宣传股长，市直医疗
卫生计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负责宣传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全市卫生健康宣传工作聚焦主责主
业，服务中心大局，积极发挥先行先导作用，宣传工作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为推动健康咸宁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委被省卫生健康委评为市（州）级先
进单位“一级”，在国家级重要主流媒体刊发稿件或头版头
条“特别贡献单位”;赤壁市卫生健康局被省卫生健康委评
为县市区级先进单位“特级”。2019年全市卫生计生宣传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紧紧围绕卫生健
康这个主题，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全
市卫生健康重点工作，强化理论宣传、新闻宣传、典型宣传、
社会宣传、阵地宣传、文化宣传，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努力
书写新时代全市卫生健康宣传工作新篇章。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必然性
和时效性，并提出六项具体措施，即：召开一次宣传会议。
年初召开全市卫生健康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总结2018年工
作，部署2019年工作；年中进行任务督办、工作督导。拿出
一个工作要点。对全年新闻宣传工作主要干什么事情、达
到什么目标作以进一步明确。预算一笔宣传经费。进行一
次任务分解。将省定媒体和门户网站信息任务分解至各地
各单位，确保任务圆满完成。建立一支宣传队伍。选好配
强宣传干部和通迅员队伍；指定新闻发言人，做好相关法律
法规和重大政策的发布解读以及重大舆情处理。制定一个
奖惩办法。每季度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通报，年底进行总
结，并与干部晋升、目标考核挂钩。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
家住温泉城区希望桥社区的周女士烦
恼不已，她和家里的小宝都得了湿疹，
又痒又疼。为此，她想咨询，春季如何
防治湿疹？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湿疹是一种常见皮肤病，但是
它的反复发作，让不少人都深受折磨，湿
疹出现时会出现瘙痒、红斑等症状。

护理湿疹时应注意，保持室内温
度舒适不能空气不流通，温度高，衣服
不要穿得过多；要多注意勤洗手，剪指
甲，因为有湿疹的地方最容易抓挠；找
出过敏源，化纤，丝，羊毛等衣服不要

接触，家有宠物的要远离；湿疹期间，
卡介苗等疫苗需要暂停，等好了后再
接种；澡洗头时应注意水温不宜过高，
不宜用沐浴露，清洗时间建议10分钟
以内，洗后立马擦干；根据医嘱用药。

小宝宝去湿疹的方法：每天可以
定时的给宝宝进行冷敷，取干净纱布，
浸泡冷水中，敷于患处，每天3次左右；
金银花熬汁擦于宝宝的患处，定期的
擦拭，坚持几点会见好转；如果乳汁比
较多的妈妈，可用乳汁清洗宝宝的患
处，母乳可以抗菌保湿。

母乳的宝宝，妈妈们尽量要避开
一些可能引发过敏的食物，比如大闸
蟹，鸡蛋清，巧克力等等，有些妈妈可
能吃了宝宝也没关系，但是有些一旦
吃一点，宝宝反应就比较明显，为避免
宝宝受罪，应尽量避开。

如何防治湿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市民方女士想咨
询，自己家的孩子很喜欢喝牛奶饮品，
想咨询该如何科学饮用牛奶呢？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市面上牛奶饮品种类繁多，
青少年处于长身体阶段，要注意科学
适量选择。

活性乳酸菌饮料虽然含有乳酸
菌，而这些菌类只能在2℃～6℃低温
下储存，而且大部分活性只能保持短
短几天。所以很多乳酸菌饮料虽然没
过保质期，但久存后有益菌的含量也
很少。

很多家长都喜欢给在早上给孩子
喝早餐奶，但早餐奶多为调味奶，配料
表中有很多添加物，营养成分较少。
有些儿童奶只是在普通牛奶中添加大

量的糖、香精等添加剂，营养价值低，
青少年出于生长发育阶段，经常饮用
儿童奶会影响健康。

奶片可能含有植脂末，其中含有
大量垃圾食品的标配——反式脂肪
酸，不仅不利于青少年健康，还会影响
智力发育。

许多居民喜欢清晨喝牛奶，认为
这样能将营养成分完全吸收。但早上
空腹喝奶，过多的胃酸导致蛋白质变
性沉淀，不仅容易导致腹泻，也可能使
牛奶中的各种营养成分来不及消化吸
收就被排出体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先吃一些食物再喝牛奶。

另外，牛奶不宜与含鞣酸草酸的
食物一齐吃，如浓茶、柿子、石榴、杨梅
等，会影响消化。牛奶也不宜与茶水、
中药、西药同饮。

如何科学饮用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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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大部分患者都是“继发性失
眠”，其中由心理精神因素导致的失眠尤为
多见，占到就诊患者病因的半数以上。除
此以外，睡眠环境、生物节律、躯体疾病、对
睡眠障碍处理不当等，也会造成失眠。

我们重点说说主观性强、相对顽固的
心理精神因素。心理精神因素对失眠有产
生和加重的作用，这来源于患者对自己的
不良暗示。

临床中我们遇到过一些“奇怪”的睡眠
习惯。比如，有位患者睡觉需要屋里空气
流通，不打开窗户睡觉就感觉喘不上气。
测试发现，如果后半夜关上了窗户，其实他
也睡得很好。更有甚者，晚上睡觉不仅要
打开家里的窗户，还要把楼下的单元门打
开，才能踏实入睡。

还有一些患者的睡眠习惯比较常见，
习惯开着电视机或听着收音机睡觉。正常
的睡眠需求是环境舒适、黑暗、安静。为什

么这类人有声音干扰反而能入睡呢？正因
为电视机或收音机里的声音是一种干扰，
才会让他们转移注意力，进而放松后进入
睡眠状态。这个过程恰恰说明，他们本身
已经出现了睡眠问题。

这些人往往精神紧张、情绪有焦虑倾
向。他们在入睡时交感神经兴奋，控制不
住自己的思绪，反复思考，从而无法顺利入
睡。即便入睡也处于浅睡眠状态，容易觉
醒，一旦环境条件改变，如电视或收音机关
了，他们就很可能醒来。这其实是一种条
件反射，人的睡眠对其他物体或事件产生
了“依赖”。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指出——焦虑
的人更易失眠。焦虑分为3类：正常人的
焦虑情绪；过分的焦虑，即焦虑倾向；焦虑
症。临床上一部分患者出现失眠，都与这
3种焦虑有关系，如工作或生活中出现了
麻烦、变故，或者患上焦虑症等。

失眠是一种睡眠疾病，同时它也可以
是焦虑症的典型表现之一。因此，医生需
要搞清楚患者只是单纯的失眠症，还是因
焦虑症等疾病引起的失眠症状，以便对症
治疗。

焦虑的人更易出现睡眠障碍2

睡眠：别一边在意又一边放弃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

基金会设立它的初衷是希望人们关注睡眠的重要性和睡眠质量。但
直到现在，睡眠这个原本与生物节律有关的本能仍然令人头痛，现代
人对于睡眠总是“一边在意着”又“一边放弃着”。

睡眠障碍在人群中非常普遍，但它的预警征兆、临床表现和健康
影响，人们却不一定完全了解。我们把睡眠障碍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睡不着”“睡不醒”和“睡不好”。

睡眠是人体的主动过程，它可以恢复
精神和解除疲劳。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
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
健康标准。不夸张地说，拥有良好的睡眠
习惯和睡眠质量，对很多成年人来说是一
件比较“奢侈”的事。

目前，国际上业界公认的睡眠疾病有
89种。但不管病种数量有多少，它们都归
属于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是睡眠量不正
常、睡眠中出现异常行为的表现，也是睡眠
和觉醒正常节律性交替紊乱的表现。

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和
“睡不好”，通常最令人感触深刻的表现就
是失眠，这也是临床中最常见的睡眠问题。

睡眠是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睡眠的
好坏与人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睡眠不足会
出现记忆力明显下降，伴随神经元细胞营
养不良、萎缩，乃至凋亡，与心脑血管病的
发生直接相关。良好睡眠有助于清除与痴
呆相关的蛋白，能促进大脑发育生长，消除
疲劳，恢复精力、体力，对记忆力有明显的

保护作用。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

学组制定了《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
指南》，其中对失眠的定义是“指患者对
睡眠时间和（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日间
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其诊断标
准之一就是：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
30分钟。

按照病因，失眠可划分为原发性和继
发性两类。“原发性失眠”通常缺少明确病
因，或在排除可能引起失眠的病因后仍遗
留失眠症状，主要包括心理生理性失眠、
特发性失眠和主观性失眠3种类型。“继
发性失眠”包括由于躯体疾病、精神障碍、
药物滥用等引起的失眠，以及与睡眠呼吸
紊乱、睡眠运动障碍等相关的失眠。

由于失眠常与其他疾病同时发生，有
时很难确定这些疾病与失眠之间的因果
关系。近年来，业界提出共病性失眠的
概念，用以描述那些同时伴随其他疾病
的失眠。

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为“失眠”1

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每个人的睡
眠模式都不同，很难说谁对谁错。

睡眠模式的确不可能人人统一，但
健康标准是有的。想知道睡得健康不
健康，可以到正规医院的睡眠中心进行
系统评估，但这种评估比较复杂，患者
需要预留出时间。这里有一个简单的
自测方法可以帮助你初步判断睡眠是
否理想，这3条标准是：睡眠的时机、睡
眠的时长、醒后的感受。

一是睡眠的时机。在什么时间睡
觉很关键，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晚上10
点睡觉是最好的，过早或过晚睡都不科
学。但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有了
很大改变，晚睡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也
应尽量不晚于12点睡觉。

二是睡眠的时长。通常，7个小时
到8个小时是满足成年人生理需要的
睡眠时长。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睡三四
个小时，或超过十个小时肯定就会有问
题。同时，人的睡眠是连续性的，不能
是一天24小时中拼凑起来的七八个小
时。

三是睡醒后的感受。醒来后感觉

神清气爽，那就证明睡好了。反之，醒
来后感觉困倦、乏力、烦躁、不能集中精
力、工作能力下降等，就说明没睡好。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且无法缓解、克
服，就要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采取措
施干预。

其实，睡眠跟生物钟是一致的，也
是相互影响的。人的生物钟既是由遗
传基因控制，又受后天的行为方式影
响。常年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形成了固
有的生物节律，如果突然改变就会导致
神经和内分泌功能紊乱。

那么，上夜班的人情况会更严重
吗？那倒未必。我们认为常年上夜班，
睡眠黑白颠倒的人是没问题的。因为
人的身体调节能力很强，长时间的睡眠
规律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人的模
式。比较不好的是短时间内频繁在夜
班和白班之间转换的睡眠模式。如果
一周只有两次夜班，身体尚能做出调
整，有3次或3次以上时，身体就很难
调整过来。另外，有些人本身就有一定
的睡眠障碍，对于黑白颠倒的不良影响
会比别人更敏感，也更难调整。

3条标准可自测睡眠质量3

有证据表明，当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与内在生物钟长期不相符时，患上多种
疾病的风险会增加。比如，肥胖症、糖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阿尔茨海默
病等严重的脑部疾病，乃至肿瘤的发生
发展。因而，睡眠专家才会发出健康呼
吁——不要熬夜。

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几乎
都知道并承认睡眠不好会影响健康，却
很难立刻付诸实际行动，改变熬夜的习
惯。因为，睡眠不好和吸烟一样，对人
的健康影响是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没有

“大难临头”的感觉就不会有立马行动
的决心。

为什么我们认为许多现代人对于
改善睡眠习惯和提高睡眠质量总是“一
边在意着”又“一边放弃着”，其实就是
因为他们在忧心睡眠缺乏有损健康的
同时，又缺乏自控力和行动力去培养良
性的睡眠模式。年轻人对睡眠不够关
注，或许也跟他们对睡眠的调解能力较
强有关，这种能力掩盖了潜在的风险。
但在临床上我们发现，30多年前中老
年人才有的睡眠障碍问题，现在已经覆
盖到了年轻人身上，就诊的年轻患者比

例也居高不下。
同样的，睡得不够不健康，“睡不

醒”“睡不好”也不健康。“睡不醒”的标
准是24小时睡眠时长超过了10小时，
严重者会发展为“嗜睡症”。“睡不好”则
是指睡眠过程没有连续性，比如，经常
醒来、梦游、说梦话、打呼噜等。这其中
最常见的是打呼噜和（或）睡眠呼吸暂
停的情形。

睡眠爱打呼噜的人，我们将其定义
为“睡不好”的人。原因是打呼噜的人
虽然看起来睡得很“香”，但其实他们很
难进入深睡眠，其表现是到了白天精神
不振，总觉得没睡够。

睡眠呼吸暂停是具有潜在危险的
常见病症，可表现为：睡眠打鼾、反复呼
吸暂停、夜间反复憋醒、血压升高、心绞
痛、心律失常、晨起头痛、白天嗜睡和记
忆力减退等各种表现，严重者甚至可能
出现夜间猝死。我们对睡眠呼吸暂停
的定义是“呼吸停止10秒以上”，建议
这类患者到医院进行夜间呼吸睡眠的
监测，明确其发生的类型、程度和原因，
再进行相应的治疗。

（本报综合）

睡觉打呼噜也是“睡不好”4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
疗睡眠障碍的安眠药是以
安定片、地西泮为代表的第
二代和以佐匹克隆为代表
的第三代，它们起到的是诱
导睡眠和加深睡眠的作用。

虽然都是安眠药，适用
人群却不同。入睡困难者
应用短效药。维持睡眠困
难的人和早醒的人应用中
效药。这类药需要经过医
生判断，确定必要时才能服
用，因为即使在安全剂量
下，它也会导致患者白天困
倦等潜在问题。

安眠药是处方镇静药，
也有一定的药物副作用，患
者需根据个体情况遵医嘱
服用，切不可随便服用或增
量服用。

安眠药怎么吃？

延伸阅读

驻村书记做微商

精准帮扶卖大米
本报讯 通讯员宋徐帆报道：“真的是非常感谢！如果

不是你们帮忙，我家几千斤大米就只能发霉生虫,烂在仓库
里了。”3月18日，通城县沉山村贫困户李成站双手接过咸
宁市中医医院精准扶贫驻村书记汪昆明送来的6300元钱，
心里乐开了花，对前来帮扶的驻村工作队连声道谢。

今年62岁的李成站和老伴因病致贫，一家人全靠种植
水稻和养牛来维持生计。去年种植的水稻取得大丰收，却
因交通不便导致家里积压了几千斤大米卖不出去。老两口
急在心头。这时，进村入户的汪昆明得知老李的难处，决定
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推广销售。精准扶贫代售大米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朋友帮他转发、销售，医院领导和同
事也主动加入推销和购买队伍中，不到半天功夫，2520斤
大米就销售一空。

据了解,咸宁市中医医院扶贫工作队来到沉山村后，结
合贫困户自身发展意愿，大力推进产业扶贫,提高他们的致
富能力。并积极探索精准扶贫互联网“+”帮扶模式，为贫
困户建立购销平台。希望通过帮扶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助力贫困户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让他们尽早实现脱
贫致富，同时也让市区群众享用到真正的绿色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