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 何佳玺

健 康

世界杯来了
送上健康观赛指南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于2018年
6月14日至7月15日举行，球迷早已准备
好为期1个月的狂欢。 抛弃正常作息、放
弃规律饮食、透支健康，这是很多球迷
狂欢的代价。 如何将健康损失降到最
小？ 请收下这份健康观赛指南。

熬夜看球很“受伤”
眼睛：熬夜对眼睛的伤害可不只是
出现
“
熊猫眼”那么简单。 很多熬夜的人
会觉得视线越来越模糊，甚至看不清电
脑上的字， 以为是眼睛有了分泌物，使
劲揉上一揉，依然没有缓解。 此外，眼肌
的疲劳还会导致暂时性的视力下降。 如
果长期熬夜、劳累，还可能使视力出现
骤降，下降幅度最低可至0.1。
皮肤：本来皮肤在22点左右应该开
始进入新陈代谢、 休养生息的状态，而
熬夜会造成皮肤暗淡及干涩、 皱纹丛
生。 频繁的熬夜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肌肤水油失衡，油脂分泌增多，堵塞毛
孔， 成为脸上长痘痘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往往有球迷发现，在经历10天的熬
夜看球之后，皮肤变得暗淡无光，痘痘
也不停往外冒。
心脏：精彩的足球比赛以及热闹火
爆的直播气氛，往往使球迷的情绪长时
间兴奋。 另外，为了避免困倦，球迷们往
往会饮用如可口可乐、浓茶、咖啡等具
有兴奋神经作用的饮料，这些也很容易
影响心脏健康，引发心律失常。
肠 胃 ： 熬夜的人，剥夺了肠胃休息
的机会。 且夜间进食，进食后入睡，夜宵
长时间停滞在胃里，容易导致胃溃疡等
疾病。 所以熬夜看球，胃部很容易出现
不适。 长期熬夜甚至会引起胃溃疡、萎
缩性胃炎。
肝：看球期间，球迷往往神经绷紧、
睡眠不足，若再过量饮酒，这些恰恰都
是
“
伤肝”的举动。
“
夜猫子”大多双目赤
红，再就是黑眼圈严重，这是肝火上升
的症状。

及早准备护健康
人经常熬夜，免疫力就会下降，各种
各样的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打算奋
战世界杯的球迷朋友，请一定合理饮食、
注意休息， 别让身体喊停。 一旦出现问
题，应该立即就医，寻求帮助。 以下是专
家提供给球迷的一些养身小常识。
看球饮食应 “清火润 肺 ”。 在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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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以
“
清火润肺”为原则，可以选择
菊花、玫瑰花、西瓜等，吃一些容易消化
的食品。 还有些人喜欢看球抽烟，可选
一些百合、芦根水等润肺之物。
柠 檬 水 提 神 醒 脑 比 咖 啡 好 。 提到
“
提神”，球迷们很容易想到咖啡。 不过
咖啡因虽然提神， 却会消耗体内与神
经、肌肉协调有关的维生素B群，而缺乏
维生素B群的人本来就比较容易累。 相
对而言，喝茶比喝咖啡更为适合。 茶叶
中含有防辐射物质， 边看电视边喝茶，
还能减少电视辐射的危害， 保护视力。
而如果选用柠檬片泡水则更有益：柠檬
具有利尿、促进消化与血液循环、缓解
头痛的作用，并且其散发出的淡淡香味
可使人精神振奋。 最好趁热饮，冷了味
道会变苦。
护眼补充维生素A、B。 看电视屏幕
时间过长不眨眼、久坐又不喝水，会使
眼肌疲劳、眼睛干涩、眼球结膜充血、视
力下降。维生素A及B族维生素对预防视
力减弱有一定效果。 熬夜看球躲在光线
较暗的环境下， 很容易导致视觉疲劳，
维生素A是参与调节视网膜感光的重要
物质——
—视紫红质合成的重要成分，能
提高眼睛对昏暗光线的适应能力。 瘦
肉、鱼肉、家禽、豆类、绿叶蔬菜等食物
中含B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熬夜看球
期间可以多摄入些，也可以利用间隙强
制眨眼，做做眼保健操。
晚饭分成两顿吃。 夜里进食会影响
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消化完的食物会刺
激胃部工作，降低睡眠质量，因此晚饭
尽量在睡前3小时吃完。 但是如果需要
熬夜的话，可以分成两顿，先在正常晚
餐的时间简单吃点， 如果深夜还饿的
话，再少吃一点，这样可以减少胃里的
食物残留。
晚睡不“晚洗”。 一般而言，皮肤是
在22：00-23：00之间进入晚间保养状
态。 这时是皮肤吸收养分的好时机。 如
果有条件的晚睡族群， 在这段时间里，
一定要进行一次皮肤清洁和保养。
第二天至少要补觉 1 小时。 如果一
定要熬夜看球， 第二天至少要补觉1小
时，否则会造成严重疲劳，影响白天的
精神状态。 建议从事司机、高空作业、精
密机床等富有危险性职业的人不要熬
夜看球赛，因为工作需要你保持思维清
晰、反应灵敏，这就要保证有充足的睡
眠，不能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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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伤眼莫忽视
“装饰品”墨镜防护效果打折扣
夏季临近， 许多人都开始使用防晒霜
抵抗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但大部分人却不
知眼睛才是对紫外线最为敏感的部位，比皮
肤更为脆弱。佩戴太阳镜是对眼睛最为直接
的保护方式之一，但太阳镜并非越贵越好。
眼睛的健康与否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是至关重要的，而很多时候眼睛受到的伤害
来源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眼科医生介绍，
紫外线主要伤害人体眼睛的晶体、角膜与视
网膜。 全世界大约有1800万人因白内障而
失明，其中有5%可能是由紫外线辐射造成
的。 医生表示，紫外线对眼部的结膜、角膜、
晶状体、玻璃体到视网膜，都会产生损伤，会
造成包括角膜炎、白内障、黄斑病变甚至葡
萄膜黑色素瘤等眼部恶性肿瘤。
以白内障为例，紫外线被认为是白内障
的成因之一，白内障特别是皮质白内障的发
生与长期接触紫外线（特别是UVB）有关联。
海拔越高紫外线辐射越强，患白内障的机率
较平常人也更高。 如果白内障没有及时得到
诊治，则可能致盲。 同时，50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更要注意让双眼远离紫外线，防止老年性
黄斑变性等病理损伤。 据介绍，老年性黄斑
变性可能导致永久性视力伤害，无法通过单
纯手术或药物治愈，可能需要长期的诊治。
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紫外线对眼睛造
成的伤害呢？ 医生表示，除了日常生活中避
免紫外线的照射，尽量不要在紫外线强度最
强时（上午10：00到下午2：00）外出，在户外
活动时也应当注意防护，减少暴露时间。 外
出时可以戴宽边帽檐的帽子、戴防紫外线的
太阳镜，对于减少紫外线进入眼睛有很大的

帮助。
据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
织使用全球太阳紫外线指数为公众提供针
对任何一天的紫外线辐射的估算。该指数范
围从1-11，当紫外线指数≥8时，建议避免
户外活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云层不一定
能阻止紫外线辐射，因此多云的天气条件下
也应避免防护。 美国眼科学会认为，太阳镜
可阻挡99％的紫外线。
公众对太阳眼镜并不陌生， 目前市面
上销售的太阳镜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
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太阳眼镜都具有紫外线
的防护作用，有些价格高式样美的太阳眼镜
可能只是个
“
装饰品”。
业内人士透露，市面上价格在500元以
上的太阳眼镜基本上都可以做到UV400防
护效果，换而言之，这种眼镜理论上可以百
分之一百防止紫外线入侵眼睛。而一些几十
元的太阳眼镜只可将光度降低，不能阻挡紫
外线。如果一副太阳镜只能挡住强光而不能
阻隔同等量的紫外光，对配戴者而言，将会
接受比不戴太阳镜更多的紫外光，从而进一
步加深了对眼睛的损害。
事实上， 太阳眼镜对于人眼的保护不
是完全的，由于斜入射紫外线无论是直接或
通过镜片的后表面反射， 仍然可到达眼睛，
因此，镜片对眼睛和眼内组织的保护也并非
完全彻底。而那些价格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不等的名牌太阳眼镜在防紫外线作用上与
正常UV400的效果是一样的， 有时因为设
计的原因要保证镜片的厚薄度甚至还达不
到UV400的效果。

盲目推拿颈椎当心中风
现代人因为各种原因，如长时间伏案
工作、 长时间面对电脑保持同一姿势、长
时间低头看手机等， 都会导致颈椎不适，
很多人会选择前往推拿馆来放松一下。 但
推拿馆里的各种按摩手法，在专家看来却
是隐患多多。 神经科专家介绍，如果不懂
得拿捏分寸的话，很容易引发健康事故。
专家指出，颈椎按摩一不小心就可能
引起中风，青壮年也不能放松警惕。 据介
绍，中风有两大类，在脑出血中间还有一
大类所谓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它往往是因
为出现血管畸形甚至是动脉瘤，并且经常
是在青壮类或者中青年中间发病，所以中
青年一样也可能会得中风，不可以放松警
惕。 虽然脑出血更常见于中年人或者说老
年人，但是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临床上
就有很多这样的中青年患者。
专家强调，如果是长时间在电脑前或
是伏案工作造成的颈部劳损、肌肉痉挛疼
痛， 正规的推拿按摩是缓解的一种好方
法，可使肌肉放松，患者常常感觉很舒服，

但应去正规的场所，且按摩时要注意力度
控制，避免暴力按摩和过于频繁按摩造成
的软组织损伤。
若出现反复脖子痛则要注意弄清病
因。 最好拍个颈椎X射线看看有无颈椎间盘
突出、颈椎不稳等问题，确定所患疾病类型
后，再决定能否进行推拿治疗。 推拿治疗颈
椎病虽无创，但并不一定是安全有效的。 错
误的治疗方式，会对颈椎造成二次伤害。
专家提醒，中青年预防中风，第一、不
要随便按摩颈后部位，因为这样很有可能
会按伤脑血管。 第二、目前中国中青年吸
烟的情况比较严重，而吸烟正是引起中风
的危险因素之一。 吸烟不仅导致呼吸道疾
病的发生， 带来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增
加，还特别容易引起冠心病或者脑梗死等
与血管堵塞相关的疾病。 所以，远离烟草
是预防中风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第三、现
在年轻人压力大，高压同样也是引起中风
的危险因素，年轻人日常要注意劳逸结合
并且要保证科学健康的饮食。

如何预防孩子晕车？

答：一、看远处。坐车时，引导孩子注视车窗前方较远处的风景，不要看两旁快速移动
的物体。
二、开车窗。可以适当打开车窗，保持车内空气清新，且避免在车内吸烟，或携带气味
较重的食品。 可以使用空调来调节车内空气，并调节至适宜的温度。
三、注意力。 设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比如给宝宝拿玩具、讲故事、听音乐等，但 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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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宝宝在车内看书、玩手机，否则更容易晕车。
四、吃好饭。乘车前不要让孩子吃得太饱、太油腻，也不能让孩子饿肚子，给孩子吃一
些可提供葡萄糖的食物。 如果孩子没有吃好，缺少能量的供给，加上一路颠簸，就 很 容 易
发生晕车。 途中不要让孩子吃零食，因为食物在胃中膨胀，容易使血液循环减慢，从 而 影
响脑部供血和供氧，也是导致孩子犯晕的原因之一。
五、睡好觉。 睡眠不足会影响宝宝脑部供血和供氧，也是导致孩子晕车的原因。 所以
出门前一天，一定要让孩子早睡，这样早上起来才会精神倍增，精神好的时候发生 晕 车 的
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六、勤锻炼。 平时多让孩子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 可以抱着宝宝原
地旋转；稍大的孩子可以带他们荡秋千、跳绳、做广播体操；在父母的扶持下，让孩 子 走 高
度不高的平衡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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