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建新 夏良伟）
日前，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 在线发表
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中心
主任姚树桥教授课题组关于青少年视屏
时间与抑郁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
该研究成果随后被路透社健康专栏引
用， 以 “青少年是否抑郁要看视屏时间
的长短” 为题进行专题报道， 并被 100
多家国际媒体网站全文转载。

近年来， 有研究表明基于视屏时
间的静态行为与青少年抑郁情绪有关，
但是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 且无法确
定视屏时间量与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具
体关系。 湘雅名医姚树桥教授带领的
课题组通过剂量反应分析的方法， 对
全世界 50 多个相关研究 （研究对象共
有 12.5 万多名青少年） 的结果进行了
综合分析。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与没
有视屏时间组的孩子比较， 超量的视
屏时间 （大于 2 小时/天） 与更高的抑
郁风险相关， 而那些有适当的视屏时
间组 （1 小时左右 /天） 的孩子则是最
少出现抑郁症状的。

对于国际上儿科专家关于限制青
少年视屏时间 2 小时/天的建议， 该研
究将其与没有视屏时间组进行比较 ，
发现两组抑郁情绪并没有显著差异 。
这表明， 适当的视屏时间可能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 只有
长时间的视屏行为可能导致更多其他
积极行为的减少， 如体育锻炼或与朋
友玩耍等， 从而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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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星灿医院是一家专门从事
泌尿微创外科技术的推广、 研究及
临床应用专业治疗泌尿系结石及前
列腺增生等疾病的专科医院。 目前
已完成微创取石手术 2.6 万余台，
是湖南省完成微创取石手术最多的
医院， 患者除来自全国各地外， 还
有国际友人， 创造了该领域多个业
内、 省内、 国内记录， 社会信誉良
好。

星灿 12 年， 专注微创取石。
为服务更多的结石患者， 医院与本
报联合举办“星灿除石记” 有奖征
文， 欢迎曾经在星灿就医的患者，
把自己在星灿就医诊疗的经历写出
来， 积极参与活动。 来稿要求紧扣
主题， 条理清晰， 文字流畅， 真实
可信， 文字在 1000字以内。

征文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6 年 5 月底。 长沙星灿结
石病专科医院和本报将组织专家评
奖委员会， 对刊发的参赛作品评
奖。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 奖金
1000�元； 二等奖 2 名， 奖金 500�
元； 三等奖 5 名， 奖金 200�元， 并
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来稿采用电子邮件方式， 请注
明“星灿‘除石记’ 有奖征文” 字
样， 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单位及
联系地址、 邮编和电话。 投稿邮箱
为： 471901473@qq.com。

长沙星灿医院
大众卫生报社

�������主任医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
授、 硕士生导师， 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荣誉大科学术主任兼
神内四病区主任， 湖南省中西结合
神经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
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健康风险评
估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超量视屏提升抑郁风险

杨松林

������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
南部武陵山腹地的泸溪县， 作为自
治州首个实施尿毒症新农合患者血
液透析定额免费包干的县， 于 2014
年 4 月 1 日正式开展免费血透救治
工作， 截至目前， 已让现有 130 名
尿毒症患者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
近日， 笔者前往该县县人民医院、 县
中医院的血透室， 进行实地探访。

从异地透析到家门口就近透析
泸溪县人民医院宽敞明亮的血

透科病房内， 16 名患者静静地躺在
病床上接受透析治疗。

“现在不用到吉首， 在县里就能
免费做血透， 方便多了！” 12 月 2
日， 做完了 4 个小时血透的尿毒症
患者刘梅 （化名） 缓缓站起来， 气
色有了好转。

2014 年以前， 泸溪县没有一家
医院具备血透室， 尿毒症患者须辗

转吉首、 怀化等地透析治疗。
刘梅给笔者算了笔经济账： 过

去她每次去吉首做血透需要丈夫陪
同照顾， 一周做三次透析加上两个
人交通、 生活开支， 一个月至少要
负担 6000 元， 让原本就困顿的家庭
更加艰难。

2014 年 4 月 1 日， 该县中医院
血透室投入使用； 同年 5 月 26 日，
该县人民医院血透室也正式运行。
血透室的建成， 终结了该县不能开
展血液透析的历史。

“能在家门口做免费血透， 这是
我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说这句
话的， 是泸溪县兴隆场镇德堡村一
位姓王的患者。 今年 71 岁的他， 在
2000 年被确诊患了尿毒症， 一直靠
做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免费透析让患者看到“春天”
曾有一名年轻的尿毒症病友感

叹： “血透室犹如没有希望的玉门
关！” 一句 “春风不度玉门关”， 表
达了他们的失望与哀怨。

该县中医院血透科主任刘立告
诉笔者， 血液透析是大多数尿毒症
患者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 但长期
血透产生的巨额费用， 已成为一些
家庭因病致贫的 “重要源头”

针对尿毒症患者的实际困难，
泸溪县在血透室投入运行之初就率
先实行新农合尿毒症患者门诊血液
透析免费政策。 即给患尿毒症的参
合农民血透一次按低于物价标准的
280 元限额收费， 新农合予以全额报
销 ； 血透时所需的辅助用药也按
50%予以补偿； 血透灌流和血透滤过
每次按 80%予以补偿。

已为 8282人次免费血透
清晨， 阳光穿透白沙县城道路

两旁的树荫， 陈支平停下来擦干脸

上的汗滴继续向县人民医院走去。
陈支平 27 岁 ， 已患尿毒症 3

年， 花掉了近 15 万元， 一个原本幸
福的家庭家徒四壁。

“参加新农合， 享受免费透析，
一年下来仅治疗费， 医院就为我减
免了 3 万多元。 家人不再为昂贵的
医药费担忧， 终于可以安心治病。”
目前， 由于没耽误治疗， 陈支平日
常生活能够自理。

数据显示， 泸溪县尿毒症病人
中， 新农合患者约 90 人， 2014 年以
前， 每年仅参合终末期尿毒症患者
异地透析达 600 余人次， 年透析治
疗费用高达 239 万元。 截至今年 11
月底， 县内两家医院血透科室 16 台
崭新的进口血透机投入运行一年半，
累计为参合尿毒症患者免费透析
8282 人次， 直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达 450 余万元。 通讯员 张玉秀

出生命的希望 ———泸溪县尿毒症患者
免费血透侧记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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