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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动 悦 健 康
读者提问：最近天气忽冷忽热，都

说“春捂秋冻”，小孩是不是该多穿些比
较好？

出场专家：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
科医生杜鹃

专家解读：春天气温忽冷忽热，孩
子在这一冷一热中极易生病，当白天
气温保持在15℃以上，且处于比较稳
定的状态时就可以不用“捂”了，但如
果昼夜温差大于8℃时，则要适当地

“捂一捂”。
到底穿多少才合适呢？应注意以

下三点：

一、注意腹部和腿脚的保暖。在工
作中，我们经常看见有的家长带孩子来
就诊，上身穿着棉袄，裹着被子，下身穿
一条棉毛裤，光着脚，这种穿法是不妥
当的，人体下身血液循环比上身差，孩
子的腹部和腿脚容易受凉，会引起腹
痛、腹泻、感冒、支气管炎，因此下身的
保暖尤为重要，在天气骤降的时候，不
要只注意增添上半身的衣物，更要注意
腹部和腿脚的保暖。

二、先脱后捂。如果家长要带孩子
准备做运动量大的游戏或者到温度较
高的地方时，应事先给孩子选择宽松、
吸汗的衣物，并适当减少衣物，在孩子
玩耍后大量出汗了，此时家长不是立刻
给孩子脱掉衣物，而是应该用干毛巾擦

掉孩子头、颈部的汗，并让孩子安静一
会，此时也不能立刻吹风或者吃冷的食
物或喝冷饮。

三、要合理增减衣物。家长要及时
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孩子自身情况合理
增减衣物，不能减的太快，应该循序渐
进，让孩子逐步适应气温的变化。那怎
样才能知道穿的衣
服是多是少呢？可
以通过摸脖子和背
部来判断颈部温热，
后背温暖无汗，说明
衣物正合适，后背有
汗，则说明热了，后
背发凉，则需要添加
衣物了。

人的注意力是有极限的，和时间
并不是完全的正比关系。李光耀说，
拿绩效和压力的函数曲线比较，注意
力和时间也是类似的关系，在到达时
间的某个数值后，人的注意力是在减
退的。

人体无法对抗自身的生理极限，
疲惫的时候不得已，只能靠偷懒，俗称

“摸鱼”来缓解。据统计，以一天7小时
睡眠为准，每多睡1小时等于少“摸鱼”
3分钟。每少睡1小时=多“摸鱼”至少
9分钟。

“老板想要员工9甚至12小时注
意力集中干活儿，持续鸡血，只有戏精
做得到。”李光耀说，加班文化盛行的
企业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加班多—
睡得少—“摸鱼”多—事变多—更加班
—睡更少—事更多。

信息时代，我们面临时刻被工作

召唤的局面。即时通讯软件就是最大
的问题所在，动不动一堆信息就过来，
员工在那看电影，或者享受美食，看到
信息马上抄起手机和电脑进入工作状
态。“在这个时代，工作会以你无法察
觉的缝隙介入你的生活。”李光耀说。

日本作家池泽夏树写过一本书，里
面讲到一个现象叫“东京式疲劳”。说
的是一个冲绳人跑到东京生活，他走在
马路上总有一种疲劳感，因为满街都是
字，都是招牌，都是广告，每个广告都在
向你释放一种召唤，所以你的注意力不
知不觉就被耗散掉了。

蒋勋说：“所有生活的美学旨在抵
抗一个字——忙。如果失去对生活美
学的尊重，人活得再富有，也会对所拥
有的东西没有安全感。”

赵霅煜 陈荣春 李青 沈芸/文
夏敏/图

在“996”时代，过劳的我们如何自救？
“ 工 作 996，生 病

ICU”。一场由程序员掀起
的互联网抵制加班文化的
行为引发全民大讨论。

“你见过凌晨 3 点的某
地 吗 ？”“ 今 天 你 脱 发 了
吗？”“明日猝死谁帮我喊
120？”成为深陷“996”工作
制而无法自拔者彼此自嘲
的问候语。

“996”是指早上 9 点上
班、晚上 9 点下班，一周工
作 6 天的工作制度。这意
味着劳动者每周要工作 72
小时，远超我国劳动法的
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44小时。”

最近，中信出版社出了
本书《过劳时代》，作者叫森
冈孝二。作者写完这本书
没几年，就心脏病发作过劳
死了。

书讲的是日本的故事，
但“过劳”是整个东亚社会
的现状，当今的中国也已坐
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

如果生命必须燃烧，让
火烧得持久非常重要。那
么深陷“996”时代的我们，
应该如何自救？

“工作996，生病ICU”，意思是长
期加班影响身体健康，可能导致严重
疾病进入ICU（重症监护病房）。睡眠
不足、肥胖、脱发、卒中……长时间加
班，高强度工作，长期情绪紧张，往往
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常州一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陈
荣华解释，“996”的工作制通常会影响
休息和睡眠时间，造成睡眠不足，过度
劳累。睡眠不足又与肥胖、糖尿病、高
血压、心脏病、免疫功能减弱、情绪障
碍等问题息息相关，而肥胖、心脏病、
高血压等都更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发
生脑卒中。

一边是来自生活与工作的压
力，一边是日益便利丰富的外卖饮
食，熬夜、暴食、缺乏运动等种种缺
乏规律的生活习惯，正摧毁着加班
族们的健康。

“以前心梗、高血压等都算是老
年病，而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
者中，中年群体已经一跃成为了重
头。”常州二院金东方院区心内科
副主任医师朱傲霜说，40—50岁的

患者占了近三分之一，40岁以下的
患者则从 5%左右急剧增长到 15%
左右。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人群发生
中风占总数的9.77%，以缺血性中风为
主。“临床上，卒中的中青年患者越来越
多，去年我们医院收治了一名28岁的
卒中患者，就与长时间久坐有关。”陈荣
华说。

此外，对于个体而言，睡眠不足也
容易产生安全事故，美国医学研究院
研究估计，20%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可
归咎于疲劳驾驶，这意味着疲劳驾驶
在美国每年导致1百万起车祸、50万
人受伤、8千人死亡。

一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仇胥
斌介绍，随着人们办公方式发生改
变，尤其是久站久坐，都容易引起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不稳等疾
病的发生，“这些以往多发于50-60
岁人群的疾病，现在在40岁人群中
就已经开始高发，出现老年疾病年轻
化的趋势。”

仇胥斌建议，在平时的工作和生
活中，尽可能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
静态性姿势，坐45分钟就要站起来活
动15分钟，站45分钟也要坐下来休息
15分钟，不一定非要进行体育运动，通
过身体姿势的改变和调整，也能起到
预防疾病的目的。

陈荣华说，在可能的范围内，合理
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保持劳逸结合、
张弛有度；均衡饮食，控制脂肪、胆固
醇和盐的量；戒烟、限制饮酒；多运动；
控制高危因素，建立良好生活方式；保
持良好心态。

一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项
守奎介绍，长时间加班、高强度的工作
不仅对心理造成压力和身体疲劳，这
些心理压力也同时会对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甚至产生疾病，这就是现在所谓
的“心身疾病”。

人体内存在着一套“神经—内分
泌系统”，神经内分泌与心理活动密切
相关，许多心理疾病都存在内分泌异
常，而许多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甲亢、
甲减等，常常伴有精神障碍。长时间

加班，长期情绪紧张、压力过大，容易
导致人体内激素水平改变，甲状腺结
节、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甲亢等常见
甲状腺疾病容易发生。

“为何‘996’会引发如此讨论，
因为这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是比
较普遍的现象，如果你无法改变环
境，那么把自己心理调节到一个平
衡的状态就非常重要了。”第904医
院常州院区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光
耀说。

“996”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
不加班，只要你能承受这个结果。李
光耀说，每个人的人格成熟度不同，承
受力也不同，有人会在“996”中有强烈
的获得感和满足感，而有些人则会出
现职业倦怠。

“你必须对自己有很好的评估，如
果出现了胃口差、焦躁不安、注意力难
以集中，害怕回避工作，效率低下的情
况，就要有警觉性，自己身心都在释放
信号。”李光耀说，发现自己的身体和

心理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寻求医生的
帮助。要么换一份更感兴趣的工作，
让自己节奏慢下来。要么改变自己的
认知，让内心变得更有力量，做出调整
适应现状。

“我不是拒绝名利，我只是不想
名利消耗我对音乐的热情。”李光耀
说，他非常喜欢歌手李健的这句话，
清晰地认识自己，对个人的发展能够
正确进行取舍，职业生涯会走得更远
一些。

“过劳猝死”几乎成为了悬挂在加
班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朱傲霜说，长期承受过大压力下，
身体会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皮质类固醇
荷尔蒙，加上交感神经的长期兴奋，容
易产生高血压及继发心脑血管疾病，如
急性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等。这在医学
上，被称为“职业促发心脑血管疾病”。

朱傲霜解释，交感神经的活动主
要保证人体紧张状态时的生理需要，
这种“兴奋”状态并不能像灯一样，下
班就“关”，而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会引起血管收
缩、心搏加强和加速、新陈代谢亢进、
瞳孔散大、促使疲乏的肌肉工作能力
增加等。

因此，交感神经长时间处于过度
兴奋状态，就极易导致高血压、高血
脂、内分泌紊乱等，进而继发各类心脑
血管疾病，导致一系列危及生命的严
重后果。

如何预防？朱傲霜给出了三个方
向的建议。

首先，要有规律的生活。不要打
破自己正常的生活节奏，该工作的时
候工作，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休息的
时候就要休息。这样有张有弛的有规

律的生活，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每
天要保证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
要长期欠“睡眠的债”，否则，人体是会

“零存整取”的，一旦人体出现“罢工”
就难以挽回了。

其次，平衡饮食结构，注意身体的
调养。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搭配，
荤素结合。有关研究统计报告显示，
以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包括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14国）
其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发病率、死亡
率最低，平均寿命更是比西方高
17%。其膳食结构特点为：（1）地中海
模式以使用橄榄油为主；（2）地中海的
动物蛋白以鱼类最多，其次为牛肉、鸡
等；（3）在碳水化合物中，水果、薯类加
蔬菜总量远高于东方膳食模式；（4）饮
酒以红葡萄酒为主，并且注意限量一
天200毫升左右，同时还应绝对戒烟。

第三，加强体育锻炼。每天最好
安排半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如果工作
实在太忙，每周也要安排四到五次户
外的锻炼，可选择打球、打拳，也可以
跑步。对于已经发生心梗的患者来
说，体育锻炼的方式和强度都应与医
生协商拟定，切勿盲目锻炼，反而容易
造成二次伤害。

天气忽冷忽热，儿童怎么穿衣？

老年疾病年轻化 “996”在如何损害身体

“心身疾病”不容忽视 职场生涯要学会取舍

预防“996”的过劳猝死
专家给出3个方向

“996”无法维持长久
人们用“摸鱼”对抗身心疲倦

我们还采访到常州市职业病与辐射防制
所所长朱建全，他坦言，在热议“996”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大家对职业引起的疾病以及职业
保护的认识，还很不足。

事实上，什么是职业病？企业、事业单位
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
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我国对职业病的认
识与界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调整，目前所

依据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于2013年发布，
分10类共132种。

而职业病并不等于工作有关疾病。腰椎间
盘突出、飞蚊症、鼠标手……很多人以为由工作
导致了这些症状，其实它们并非真正法律规定
的“职业病”。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分别
为省、市。在我市，有一支30多位职业病诊疗医
师组成的专家团队，当事人申请，市疾控中心会
依据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及劳动者的临床表

现、辅助检测结果，结合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进行职业病诊断。如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
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市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
提出职业病鉴定的申请。累计报告显示，我市
职业病发病数最多的是尘肺病，其次为职业性
噪声聋，此外，职业中毒依然有发生。

尘肺病是一种一旦患上就无法治愈的疾
病，这类疾病的防控只能从预防着手：除了增强
行业工作者的健康和预防意识，从业者还必须

正确使用如防尘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避免粉
尘从呼吸道吸入。职业性噪声聋是指长期接触
噪声刺激，导致缓慢进行性感音神经性听觉损
伤，又称噪声性聋。与日常认识不同，除了纺织
工人，事实上包括机械加工、建筑机械化施工等
在内的职业都是听力损伤的高发人群。该病同
样无法治愈，虽然不会引发生命危险，但会给日
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一
定要佩戴防声耳塞、耳罩或防声帽，同时还要注

意定期体检。提起职业性中毒，不少人第一反
应是化工厂工作人员，其实不然，如今酸洗、喷
漆、喷涂等工序，都需防范毒物进入体内。短期
内大量毒物进入体内，或长期少量进入，都可引
发中毒，平时需做好防护措施。

最后，他提醒，无论哪一类工种，遇见的状
况都会有所不同。无论是否属于职业病范畴，
从业者都应多学一点防护知识、鉴别知识，珍
惜自身健康。

链 接 无论是否属于职业病，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