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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今天最高气温 25℃
本报讯 赤峰市气象台昨日 10
时天气预报，今明两天，受暖空气
影响我市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气

温明显回升，风力不大。
今天,晴，西风 3-4 级, 最高
气温 25℃, 北部 23℃, 最低气温

9℃,北部 7℃；明天多云，西南风
3-4 级 ， 最 高 气 温 25℃ ， 北 部
23℃，最低气温 8℃，北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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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无症状心肌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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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阿姨几年前眼睛突然睁不
开， 到医院检查说是倒睫造成的，
但由于高阿姨的眼纹眨肌痉挛，所
以一直没能做手术治疗。直到她因
为被检测出缺血性心衰，做了冠状
动脉造影后，高阿姨的眼睛竟然能
睁开了，这才被医生告知，其眼睛
睁不开是心肌缺血所致。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一般来说，心血管严重阻塞后
会造成心肌缺血， 从而导致心绞
痛，常见心绞痛发生在胸部、心前
区， 但也有心肌缺血是无症状的，
又称为无症状心肌缺血。
无症状心肌缺血在冠心病中
非常普遍，可能会造成心肌可逆性
和永久性损伤。引起心绞痛、心律

专家提醒：
“
长个快”
当心
“脊柱侧弯”

晨报官方微信

1周工作超过55小时
的女性容易抑郁

日前，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脊
柱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牵
头， 联合三家基金会共同发起一
项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与救助计
划， 将用 5 年时间筛查 10 万人
次，并为 100 名贫困患儿进行公
益手术。专家提示，孩子在“长个
快”的青春期容易发生脊柱侧弯，
应重视预防、筛查。
中华预防医学会脊柱疾病预
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刘海鹰说， 脊柱侧弯在儿童青少
年尤其是青春期“瘦高个”的女孩
中更为多见，可带来疼痛、影响生
长发育和心肺功能， 甚至造成下
肢神经功能障碍、影响行走，对身
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者需
要手术治疗。
据介绍，“双肩高度不一”是
最容易观察， 但也容易被家长忽
视的脊柱侧弯表现。 脊柱侧弯的
成因可能与遗传、内分泌、外伤、
生活习惯、营养等有关，建议让孩
子养成良好的坐姿、睡姿，避免使
用过软的床垫， 不要长期趴着睡
等。
专家认为， 青春期是脊柱生
长发育最快的时期， 如果骨骼周
围的肌肉缺乏力量，再加上坐姿、
站姿不良，将容易导致脊柱侧弯。
因此， 建议保障孩子充足合理的
运动时间，增强肌肉力量，户外运
动“晒太阳”也有助于钙的吸收。
据悉， 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
与救助计划由中华预防医学会脊
柱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牵
头，联手业内专家，并联合北京海
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 吴阶平医学基金
会共同发起。
据新华社报道

不正常、 心肌梗塞甚至是猝死。它
会在跑步、酗酒、激动、吸烟过度、
失眠严重等情况出现时引起胸闷
心慌，甚至死亡。
无症状心肌缺血的隐匿性使
其成为“沉默的杀手”。如果患者平
时无症状，但在跑步、饮酒、激动、
过度吸烟、严重失眠等情况下出现
症状，有可能是心肌缺血。如果出
现胃部没有反酸或嗳气，但运动后
胃出现憋闷、胀满的感觉，也可能
是心肌缺血的症状。如果下颌骨疼
痛扩散到下颌骨两侧，有时扩散到
颈部一侧或双侧，也要提高警惕。
当怀疑有无症状心肌缺血存
在时， 可进行平板运动试验心电
图、24 小时动态心电图、运动核素

心肌显像等检查，以发现有无心肌
缺血存在；但若要确诊无症状心肌
缺血，还是选择冠状动脉造影术最
为可靠。
一旦确诊为无症状心肌缺血，
要及时做好防治措施。心肌缺血的
防大于治，患者可根据自身的临床
表现和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
如果没有明显的不适，可以不用服
药治疗；如果症状明显，可以在医
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心肌、保护心
脏的药物，家中也应该常备一些应
急的药物，如硝酸甘油。平时应注
意低盐低脂肪清淡饮食， 适当锻
炼，充足睡眠，避免情绪过度波动，
病情变化随时就诊。
据《家庭保健报》

低血糖赶紧吃块巧克力？错！
糖友大量运动后会导致能量
的消耗，血糖下降，稍有不慎容易
造成严重的低血糖，而一旦出现了
低血糖症状应尽快服用高糖食物，
但尽量别选择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中的脂肪含量高，
吸收速度慢，所以，不作为解救低
血糖事件的首选。饼干作为淀粉类
的多糖食物，消化吸收也会更慢一
些，也不推荐;奶糖内的含量除了
简单的糖之外，还加入一些奶制品
和胶质物品， 消化吸收就会慢一
些，也不推荐;而水果糖、方糖、砂
糖、 绵白糖内的含量是简单的糖，
到胃肠道直接吸收，5～10 分就可
升血糖。

另外，在食用这些高糖类食品
时， 为保证快速升高血糖的作用，
往往需要通过口腔的牙齿进行咀
嚼而快速咽下。所以，患者除了要
了解哪些糖可快速升高血糖之外，
还需要了解自己的口腔情况，了解
是否可以快速咀嚼糖块进行吞咽
达到胃中。
无口腔疾患和牙齿完整的患
者，可选择所有高糖食品;口腔有
炎症、肿胀或牙齿松动及义齿的患
者可选择方糖、砂糖、果汁等食品;
晕倒、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选方
糖，千万不选果汁等液体类的高糖
食品，以免发生误吸。
据《健康时报》报道

超四成癌症死亡可避免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和癌症早诊
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团队近日
在《柳叶刀》全球健康子刊上在线
发 表 的 研 究 成 果 显 示 ——
—2014
年，中国 20 岁及以上成年人中有
1036004 例癌症死亡可归因于潜
在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一群体占
当年癌症死亡人数的 45.2％。这意
味着，超过四成的癌症死亡可通过
一级预防避免。
他们 使 用 2014 年 成 人 癌 症
死亡率数据，发现吸烟、感染和不
良饮食是造成癌症总负担的最大
因素。陈万青说：“改变不健康生活
方式，改善环境质量，积极开展一
级预防， 可有效降低癌症发病风
险。而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对风
险因素进行量化，通过建立数据模
型，准确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对癌症
死亡的影响。”
研究团队将 23 种可改变的
癌症风险因素划分为 5 大类：行为
因素 4 种， 包括吸烟、 二手烟、饮
酒、缺乏锻炼；饮食因素 7 种，例如

水果、蔬菜、膳食纤维和钙摄入不
足，红肉、加工肉类制品、腌菜摄入
过量等；代谢因素 2 种，即体重超
标和糖尿病； 环境因素 2 种，即
PM2.5 污染和紫外线辐射； 感染
因素 8 种， 包括幽门螺旋杆菌、乙
肝病毒、丙肝病毒、人乳头状瘤病
毒、EB 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人类疱疹病毒 8 型和华支睾吸虫。
研究指出，所有风险因素影响
最高的癌症是卡波氏肉瘤和鼻咽
癌。按性别划分，影响男性最高的
风险因素是吸烟、 乙肝病毒感染、
低水果摄入量、 饮酒量及 PM2.5
影响； 女性则是水果摄入量低、乙
肝病毒感染、 吸烟 （尤其是二手
烟）、 体重过重和人乳头状瘤病毒
感染。从年龄来看，饮食因素和环
境因素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代谢因素在 40 岁～44 岁男性和
50 岁～54 岁女性中影响最大；行
为因素在 50 岁～54 岁男性和 65
岁～69 岁女性中影响最大。
据《健康报》报道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大
学玛丽皇后学院一项研究显示，1
周工作超过 55 小时的女性容易
抑郁，而男性在这方面不受影响。
研究人员调查 2.3 万多名成
年人的工作、生活和健康信息，了
解他们的工作时长、 周末加班情
况、工作条件以及心理状况。计入
研究对象年龄、收入、健康和工作
特性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加班最
多、 即 1 周工作超过 55 小时的
女性， 抑郁症状比 1 周工作 35
小 时 ~40 小 时 的 女 性 多 7.3% ，
更容易觉得无能为力。
研究结果刊载于 2 月 25 日
出版的英国 《流行病学和公共卫
生杂志》。伦敦大学学院网站援引
论文主要作者吉尔·韦斯顿的话
报道， 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虽
然我们不清楚 （这一关联男女有
别的）确切原因，但我们知道，很
多女性的家务压力比 男 性 大 得
多， 因而工作总时长多会增加时
间压力，加重责任感”。
研究人员还发现， 对于周末
加班，男女都会觉得郁闷。多数周
末加班的女性抑郁症状比只在工
作日上班的女性多 4.6%，男性在
这方面的数字是 3.4%。
据《健康报》报道

心理学家发现
微笑确能令人更快乐
皱眉让人悲伤

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
校区研究人员分析近 50 年来研
究数据， 发现微笑作为一种面部
表情，确实能让人更快乐。研究结
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 《心理学
通报》月刊。
就微笑能否让人更快乐，心
理学家们素有争议。 医学快讯网
站 11 日援引研究项目牵头人尼
古拉斯·科尔斯的话报道：“一些
研究没有能够找到面部表情影响
心理情绪的证据， 但我们不能只
关注任何一项研究结果。 心理学
家们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
在测试这一点， 所以我们想看所
有的证据。”
研究人员运用“荟萃分析”
法，综合全球 138 项研究，合计
涉及 1.1 万余名参与者， 发现面
部表情确实对情绪有“小小的影
响”，如微笑让人更快乐，怒视让
人更生气，皱眉让人更悲伤。
科尔斯说，“表现出快乐”与
“感觉到快乐”有关联，但并不非
常密切。 研究人员认为人们不能
仅仅经由做出微笑这一面部表情
而变得快乐。不过，这项研究所获
结果“令人激动”，因为它提供一
条线索， 帮助人们了解身心如何
互动而产生情绪。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