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一：2分钟入睡法

真相：难确保2分钟内入睡
A

所谓的“美国海军2分钟入睡法”，主
要有5步：第1步是放松面部肌肉，包括舌
头、下巴和眼周肌肉；第2步是尽可能放松
肩膀、上臂和下臂，先放松其中一边，然后
放松另一边；第3步是深呼气，放松胸口；
第4步是依次放松大腿和小腿；第5步是
用10秒来平复心绪。

相关研究人员表示，经过长期练习，
96%的经过训练的“美国海军”能够在2分
钟内迅速入睡。对此，清华大学附属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睡眠医学
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国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2分钟入睡法”
中的动作，如放松面部肌肉、深呼吸等，可
让人逐渐放松，但想保证在2分钟内入睡
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处在战时状态，或是在特殊的紧
张环境下，人难以做到完全放松并在2分钟内
入睡。即便是在一般情况下，有些人也可能
做不到在2分钟内完全放松。”尹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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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养肠胃？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

叶社区的王女士咨询，肠胃不好，除了吃药，还可以
进行哪些调养？

金叶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介绍，饮食结构
合理，多吃素菜、粗粮。

定时定量进食。很多上班人员由于工作的原
因，很难做到准点进食。这样就破坏了胃的生理周
期，使胃工作紊乱，破坏了胃酸分泌的正常规律。
同时，三餐的进食量应当适度，不宜过饥过饱，否则
也会影响到胃的正常工作，而导致消化不良，加剧
肠胃不适。

戒烟、别酗酒。吸烟和酗酒对胃伤害很大，吸
烟会加重胃黏膜的损害，引起碱性胆汁反流入胃，
从而破坏了胃黏膜。而大量饮酒则会直接破坏胃
的黏膜，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等，加剧肠胃
问题。

少吃生冷、辛辣类食物。生冷食物对消化道的
黏膜具有很强的刺激性作用，更易加剧腹泻或消化
道炎症问题。而辛辣食物同样会使胃黏膜受到刺
激而引发慢性胃炎，加剧肠胃问题。

胃部需防寒。胃部受凉后会引起胃的功能受
损，加剧肠胃病情，故要注意胃部保暖不要受寒。

进补些润肠养胃的食物。山药易于消化，拥有
健脾益肾的效果。蜂蜜有助于清理肠道，同时对胃溃
疡、胃穿孔、消化不良及慢性胃炎等疾病均有效果。

这些网红助眠招数
并不能让你睡得更并不能让你睡得更香香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失眠困扰。其中一些人上网寻找解决

之道，网上的助眠“妙招”千奇百怪，让人难辨真假。一个名为“美国海

军2分钟入睡法”的短视频，最近在抖音上非常受欢迎，其介绍了“美

国海军”如何利用5个步骤，在2分钟内迅速入睡，并称这一方法可快

速解决失眠难题。

除此之外，还有18.5摄氏度入睡法、睡前小酌法、睡前运动法……

这些助眠方法真的有效吗？

头晕是临床中很常见的症状，相信大
家或多或少都有过头晕的感觉，比如我们
超负荷工作或睡眠不足后会有头晕的感
觉。偶尔头晕或体位改变而头晕不会有太
大的问题，如果长时间头晕，可能是重病的
先兆，应引起重视。

那么引起头晕的常见原因有哪些，以
及如何判断是哪种疾病引起头晕的呢？

脑血管疾病
推荐就诊科室：神经内科、急诊科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梗死等。由于
此类疾病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血液循环
障碍使得脑部缺血缺氧而出现头晕症状，
多于站立或行走时易出现，走路不稳，甚至
感觉走路向一侧倾斜等。

血压血脂异常
推荐就诊科室：心血管内科

高血压引发颅内动脉扩张，使颅内压
增高，继而出现头晕表现，常伴有头胀，头
晕时测血压多比平时血压升高；而血压偏
低则导致脏器供血不足，脑动脉灌注不足，
出现头晕、肢体麻木、面色苍白，同时还可
以伴有四肢的冰冷，发作时测血压有助于

诊断，对于体位性低血压，则需要同时测量
卧位和立位血压以明确诊断。血脂异常，
特别是血脂明显升高，常常导致血“稠”，也
可导致头晕，常表现为头脑昏沉、不清醒，
持续时间较长。

颈椎病
推荐就诊科室：骨科

颈椎病引发的头晕，多由于颈椎退行
性变，骨质增生，压迫椎动脉导致供血不
足，或颈椎病变刺激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
末梢。患者常常有长期低头伏案工作、或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或枕头过高过低等情
况，多伴有颈项部僵硬不适，头晕发作多与
转头有一定关系。

美尼尔综合征
推荐就诊科室：耳鼻喉科

多为突然发作的旋转性眩晕。患者常
感周围物体围绕自身沿一定的方向旋转，
闭目时症状可减轻。常伴恶心、呕吐、面色
苍白、出冷汗、血压下降等自主神经反射症
状。头部的任何运动都可以使眩晕加重。
患者意识始终清楚，个别患者即使突然摔
倒，也保持着清醒状态。眩晕持续时间多

为几十分钟或数小时，最长者不超过24小
时。眩晕发作后可转入间歇期，症状消失，
间歇期长短因人而异，数日到数年不等。
眩晕可反复发作，同一患者每次发作的持
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不尽相同，不同患者之
间亦不相同。且眩晕发作次数越多，每次
发作持续时间越长，间歇期越短。常伴有
波动性听力下降、耳鸣和耳闷胀感等症状。

耳石症
推荐就诊科室：耳鼻喉科

又称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其表现
为当头部处于某一特定位置后出现的短暂
旋转性眩晕或头晕，大多持续时间不超过1
分钟，常出现在卧位翻身或坐卧体位变化
时，这种晕的特点是天旋地转感，常伴有恶
心及呕吐，症状反复发作。

贫血
推荐就诊科室：血液科

贫血指外周血中红细胞数量的下降，
当低于正常范围时红细胞不能对组织器官
充分供氧，而出现头晕的症状。贫血头晕
兼有浑身无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面色
苍白等表现，其诱发因素与饮食不平衡、慢

性失血、各种慢性疾病等有关。

甲状腺疾病
推荐就诊科室：内分泌科

甲亢及甲减都会引发头晕的症状。其
中，甲亢是由于甲状腺功能过于亢进，导致
身体代谢功能亢进，可出现如头晕、心慌、
手抖、多食、消瘦、汗出、烦躁等症状。而甲
减是指甲状腺功能减退引起的全身低代谢
综合征，可出现头晕、乏力、怕冷、心率减
慢、食欲减退等表现。

心因性头晕
推荐就诊科室：精神心理科

抑郁、焦虑等长期精神过度紧张，或者
突然的情绪波动都会导致头晕症状的出
现。

提醒：

看了上面所讲的与头晕相关的疾病，
您是否对头晕有了进一步认识呢？当然以
上仅是一般性介绍，临床病例常常表现不
一，及时到医院就诊并进行相关检查，才能
及早诊断，不耽误病情。

（本报综合）

经常头晕需要找找病因
很可能是重病先兆不能掉以轻心

方法二：18.5摄氏度入睡法B
真相：适合国人的睡眠温度约为20摄氏度

网传睡不着时，不妨降低房间温度，让
室温降至18.5摄氏度，人会更容易入睡。
这种说法准确吗？

尹国平表示，降低周围环境温度，确实
可以改善睡眠，但绝非一定要降至18.5摄
氏度。这一温度可能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
而设定的，由于体质差异，18.5摄氏度的睡

眠温度，并不合适我国居民。
“相关研究表明，欧洲人、亚洲人、非洲

人的体质存在着较大差异，欧洲人适合
18.5摄氏度左右的睡眠温度，但中国人适
宜20摄氏度左右的睡眠温度。而对于老
人和小孩来说，他们的睡眠温度应该更高
一些。”尹国平解释道。

方法三：睡前小酌法C
真相：有短时催眠效果，3到4小时后易惊醒

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小酌一杯，喜欢那
种微醺感，认为睡前喝酒有助于睡眠。事
实真是这样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樊春
雷表示，实际上，睡前少量饮酒会引起中枢

神经兴奋，反而不利于睡眠。大量饮酒虽
会有短时的催眠效果，但在3小时到4小
时之后，睡意便会消失，还会导致饮酒者出
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交感神经兴奋的
症状，这时人反而容易惊醒，甚至失眠。

方法四：食用褪黑素法D
真相：褪黑素非治失眠药物，过量服用伤肝肾

褪黑素是重要的睡眠激素，也是调
节人体昼夜节律的“遥控器”，一旦其分
泌量减少，可引起昼夜节律混乱、入睡困
难。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希望服用
褪黑素，来改善睡眠，可它真能治疗失眠
吗？

对此，尹国平认为，褪黑素是治疗睡
眠时相障碍，即生物钟紊乱的药物，而非
治疗失眠的药物。据统计，约25%有睡

眠障碍的人，在服用褪黑素后，睡眠状况
可得到改善，但对更多服用者来说，褪黑
素并没有促眠作用，因此不应将褪黑素
作为治疗失眠的药物。

“此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长期服
用褪黑素会带来较多的副作用，国内相
关保健品中褪黑素含量通常偏高，而人
体并不需要如此之多的褪黑素，褪黑素
摄入过量还会损伤肝肾。”尹国平说。

方法五：睡前运动法E
真相：睡前运动会使大脑过度兴奋

很多人认为，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
甚至为了加快睡眠进度，特意在睡前剧
烈运动。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其实，在夜间做大量运动，对睡眠
并无益处。”尹国平介绍道，临睡前开始
运动，会使大脑过度兴奋，此时身体会向
大脑传递身体还处在活跃状态的信号，
大脑便不会为睡眠做好准备，例如分泌

相关激素等，因此过于兴奋会影响入睡。
“一般入睡前3小时内不要运动，可

以选择每天上午或下午增加运动量和活
动量，消耗身体的剩余能量，以达到健
身的目的，从而改善睡眠。另外，白天
做运动会增加人体的疲劳感，这也会促
进睡眠，使夜间睡眠变得相对容易。”尹
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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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全球约25%的人备受
失眠问题困扰。这其中，约 20%至
30%的失眠，是由不同的睡眠障碍所
引起的，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可能
更高。随着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的改
变，我国失眠人口比例不断攀升。

“对于失眠的人来说，最有效的
‘催眠剂’，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习
惯。”尹国平介绍道，要想睡得快，首

先要学会放松心情，有些人选择通过
练瑜伽或深呼吸，让紧张的神经得以
放松。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睡眠习
惯，建立规律睡眠，在固定的时间点
入睡和起床，以形成固定、规律的生
物钟。第三，可以接受光治疗，上午
尽可能多地接触日照，给大脑发出
明确信号，使其上午兴奋，晚上则让
灯光尽量暗一些，以减少刺激。早

晚兴奋点和抑制点的落差越大，人
越容易睡着。第四，晚餐最好不吃
得太晚、太饱，尽可能吃低热量、低
蛋白的食物。第五，入睡前最好少
看或不看电子产品，如电脑、手机
等。此外，要避免过早上床睡觉，最
好在固定时间点上床睡觉，不要在
床上等着睡觉。

此外，如果被确诊为失眠，我们

又该怎么做呢？
“如果一旦被确诊为病理性失

眠，目前国内的治疗手段更多的是药
物治疗。实际上，治疗失眠最主要的
还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应该是治疗失
眠的首选方法。认知行为治疗就是
从人的意识层面入手，使患者尽量放
松，调节自身情绪。”尹国平表示。

（本报综合）

规律作息是最有效的“催眠剂”

科学养胃应分清“寒热”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家住温泉城区

岔路口附近的朱女士询问，冬季应如何科学养胃？
温泉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很多人养胃时就关注两个字“暖”和“软”，认为
有胃病了就应该吃点温暖的、易于消化的食物。可
是，有人胃痛吃了热食后反而更严重了，其实，这就
是没有分清寒热！

通常是温胃散寒。“寒者热之”，可以在煲汤或
做菜时加一些温中散寒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如薤
白、肉桂、干姜等，以温胃散寒。受寒时可以煮一点
生姜红糖水喝。此外，还可通过喝热水、吃热食以
及合理的室外运动来增强胃动力。

胃热的患者常有饥饿感，总觉得吃不饱，俗话
称为“慌饭”，中医称为“消谷善饥”。可出现胃中嘈
杂，消谷善饥，口干，口渴喜饮，大便秘结等症。应
该多吃生津的食物清清热。

对于胃热刚起的患者来说，适当吃凉性的药食
材可清热泻火、滋阴生津，比如生菜、苦瓜、梨、西
瓜、薏仁等，同时要注意补充水分。对于胃火长期
过重者来说，可以尝试使用石斛、玉竹、芦根、乌梅
等食材养阴生津。

儿童长龋齿怎么办？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蛀牙也称为“龋齿”，造

成龋齿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都跟吃的有关。那么，
儿童牙齿长龋齿怎么办呢？平常又该如何护理呢？

市中心医院儿科医生介绍，儿童牙齿出现龋齿
有两种方法治疗。方法一是药物涂抹，家长可选择
一些专用的药物来涂抹。但这种做法只能起到缓
解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牙齿龋齿的问题。
方法二是补牙，补牙是治疗牙齿龋齿较为常见的方
法，同时效果也非常好的。它能从问题的根本上有
效解决龋齿问题。虽说牙齿龋齿对儿童有一定的危
害，但如果龋齿不是非常严重，建议家长可选择后续
的护理来改善。因为儿童6到12岁的阶段会经历过
一次换牙，轻微的龋齿可不用直接选择补牙。

平时护理儿童牙齿很重要。很多家长或许在
早些时候就已经教过孩子要刷牙，但刷牙的质量如
何就没有太大关注了。其实儿童刷牙不仔细，不认
真都会造成龋齿的出现，甚至会使龋齿恶化更快。
因为很多龋齿就是因为牙缝里面没有清洗干净而
引起的牙齿变黄，变黑。故而护理牙齿就要从刷牙
上开始着手。同时，孩子饮食应多加监督，尤其是
吃完食物之后，更应该督促他们要及时漱口或刷
牙，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汗蒸注意事项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冬天蒸一蒸，真的

是很舒服。但是不知道汗蒸有没有什么讲究，需要
注意什么？

岔路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汗
蒸可以祛风除湿，淡斑排毒，加强气管、支气管及肺
部的功能，调理内分泌，有助于缓解心情不佳、睡眠
差、食欲不振等，还可以减肥、减脂塑形。但做汗蒸
也有很多讲究。

饭后、饮酒后都不宜立即进行汗蒸；空腹时不
允许汗蒸，以防低血压和晕厥，当然吃得太多时，也
不能汗蒸，这会导致血糖升高；汗蒸之后或者当中
需要及时补水；每次汗蒸时间不得超过50分钟，也
可根据个人自身耐受力做适当调整。通常夏季为
30至40分钟，春、秋、冬季40至50分钟；汗蒸后的
6个小时内不宜淋浴，2小时内不能吸烟，不宜食用
过凉食物；汗蒸前15分钟应适量的活动调整呼吸，
后半小时可以平躺或坐，体验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
心态，心身放松；如果汗蒸时感到头晕及不适症状，
应立即中止汗蒸。

值得提醒的是居民每周汗蒸的频率不能太多，
否则很容易损伤身体的正气，以每周1到2次为宜，
最多也不要超过3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女士在
进入汗蒸房前可以先淋浴、卸妆；在汗蒸过程中不
可擦、搓身体，汗液可用毛巾沾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