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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伤身、激情宵夜伤胃、久盯屏幕伤眼……如何远离这些疾病

世界杯今晚开锣，医生教你健康看球
本报6月13日讯 让人期
待与兴奋的世界杯来了，而这
个时期特有的“世界杯病”也
即将出现。太激动晕倒、熬夜
导致眼睛不适、喝啤酒炸鸡胃
受伤……怎样既享受世界杯
带来的快乐， 又健康不伤身？
记者采访长沙市第一医院多
位医生，教你健康看球。

熬夜看球怎么办?
提前“贮备”
世界杯的很多比赛将在
夜间进行，虽然免去了上班没
时间看球的苦恼，但是却多了
另一份危险——
—睡眠剥夺。睡
眠剥夺对人体健康是极大的
伤害，怎么办才好呢？长沙市
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郦俊建
议，夜间看球最好能提前贮备
好睡眠，充足休息，看比赛不
要熬夜过久， 更不要连续熬
夜，熬完夜后最好能充分睡眠
来实现睡眠补偿，将睡眠剥夺
降低至最少，有相关基础疾病
备好药物，有备无患。

“激情宵夜”？
伤胃要警惕
空调加冰西瓜，啤酒配口
味虾，卤鸡爪加香干子，或者
简单的几碟花生米……三五
成群的朋友，大杯喝酒大块吃
肉，可这些却是世界杯的健康
杀手。
长沙市第一医院消化内
科医师戴西平表示，深夜人的
肠胃处于休息状态，消化功能
相对较弱，这时啤酒、肉串猛
吃一通， 很容易引发胃肠疾
病。而且考虑到世界杯一天三
场比赛，这就容易造成世界杯
期间一日6到7餐，吃完就睡的
情况，30天下来， 身心俱疲不
说， 体重还增加了好几公斤，
因此，清淡、易消化的夜宵才
易被胃肠接受，如水果、红枣

莲子羹、芝麻糊等。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王伟
宁建议，对于年龄偏大、身体
较差、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球
迷，可以选择人参、麦冬、五味
子煮水或泡茶，在平时和看球
期间饮用。此方有补气、益气、
宁心、安神的功效，还可抗疲
劳，缓解因过度关注赛况引起
的精神过于紧张。
年轻球迷长时间熬夜容
易伤阴，虚火上冲，引起心烦
易怒，可用枸杞、菊花、麦冬、
生地煮水或泡茶随时饮用。球
迷看球常常坐下来就是几个
小时，夏季湿气较重，这四味
药煮水也有清热、养阴、清暑
的作用。

眼睛、脊椎不要紧？
也要小心呵护
长时间看球，容易对眼睛
造成伤害。长时间的不良坐姿
可导致颈椎、 腰椎负荷过重，
容易造成颈椎腰椎的损害。长
沙市第一医院骨科护士长谢
福表示，看球时要养成在适当
间隙随呼吸做自然的提肩动
作， 每隔5-10分钟应抬头后
仰休息片刻，使头、颈、肩、胸
处在一种微微绷紧的正常生
理曲线状态，并尽量避免头颈
部过度前倾或后仰。 同时，保
持坐位时，臀部最好充分接触
椅面，以消除颈部长时间错误
姿势导致的肌肉疲劳，避免长
此以往带来的颈椎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玲
曾微 实习生 苏雨

世界杯专题
详见E01、E02版

做一只慢慢爬行的“蜗牛”
“世界上能登上金字塔的
生物只有两种， 一种是雄鹰，
一种是蜗牛，但要真正登上塔
尖，离不开两个字——
—努力”。
2001年， 张友元因表现
优秀被长沙市医药职工中等
专业学校留校工作。作为一名
教育战线的新兵， 她坚信，只
有付出汗水才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人民教师。2002年，张友
元光荣入党， 并获得2006年
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边
工作，一边学习，她最终获得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硕士
学位。
张友元主要负责成人教
育管理及中专部 《中药调剂
学》、《药剂学》、《药事管理学》
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成为学校
双师型骨干教师。她的精力大
部分都倾注在教学和管理上，

每到寒暑假，她都深入药企见
习。在生活上，她关心爱护学
生，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
点；在课堂上，她与学生心灵
沟通， 努力让每一位学生成
材。2008年， 她获得长沙市教
育局“星城杯”职教级老师教
学比赛片内初赛三等奖，还指
导学生参加长沙市教育局药
学专业药品分类与管理、中药
饮片识别技能竞赛各获一等
奖。她还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
发表《如何发挥执业药师在零
售药店中的作用》、《通识教育
与完全学分制体系下化工院
系药学专业方向中教学中的
问题及策略》等10多篇文章。
张友元坚定地说，做一只
慢慢爬行的蜗牛，总有一天能
到达属于她的人生金字塔。
■记者 陈舒仪

家政“比武”
6月11日至13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湖南省首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长沙举行，全省14个市州
组建14支代表队、126名选手聚集一堂现场“比武”。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毛彪 实习生 李少坤 摄影报道

湖南新一轮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今年长沙免费为1万人筛查“五癌”
本报6月13日讯 今天，
2018年度湖南省癌症早诊
早治项目启动暨 培 训会 在
长沙正式召开，同时开始的
还有今年的免费“五癌”筛
查，符合条件的可到省肿瘤
医院筛查。
今年将在长沙市进行
1万人（高危人群）的免费筛
查，长沙市居民可于所居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 名参
加。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
开福区、天心区、岳麓区年
龄在40-74岁 （以身份证上
的出生日期为准）的户籍常
住人口 （或在本城居住3年
以上）符合筛查条件，通过
高危评估问卷评估 为 癌症
高危者，可申请肺癌、乳腺
癌、大肠癌、上消化道癌和

肝癌筛查。
长沙市五区的疾控中
心为该项目 高危 人 群评 估
承担单位，对经高危人群评
估为癌症的高危人群者，将
通知其在 规 定的 时间 范 围
内去湖南省肿 瘤医 院 进行
筛查 。 省 肿瘤 医院 将根 据
《癌症早诊早治技术方案》
对项目实 施 区提 供的 筛 查
对象严格规范地筛查，所有
指定的筛查项目完全免费。
对筛查出的疑 似 癌症 或癌
前病变患者 建 议其 到具 有
癌症诊断 和治 疗 水平 的三
级以上的医 院 进行 规范 化
的诊治，并开展定期随访和
规范化干预管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廖先珍 肖海帆 实习生 苏雨

链接

为抗癌患者打造心灵音乐会
本报6月13日讯 昨日上午，湖南省
肿瘤医院举行2018年“粽艾传情 文化传
承”活动，用特殊的“处方”治疗癌症患
者。2013年起该院将音乐治疗在国内首
次应用于肿瘤患者的心灵关怀服务、心
理治疗等临床应用及科研项目中，历时5
年多，这剂特殊“处方”取得了“疗效”。
因为化疗， 患者罗大姐的头发已经
剃光，平常不愿意出病房门。医院的这场
音乐会，她却一早就来了。活动现场，来
自医院各科临床医护人员、 湘雅医学院
学生以及心灵音乐坊志愿者表 演了 陶
笛、古筝、茶艺、古典舞、黄梅戏曲等一系
列中国风节目，带动了现场气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彭璐
实习生 苏雨

在语文课堂
“
舞蹈”的
“
刘麻麻”

第15个献血者日长沙启幕

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两年一度的教师考核中，刘
菊 华 老师 以主 题 的新 颖独
创、课件的个性 精美 、氛围
的活泼热烈脱颖而出，代表
全院 文化 教 师参 加优 质 课
的展示。
刘菊华老师在舞蹈系
从事语文教学16载，一直探
索舞 蹈 生学 习文 化 的方 式
方法，课后虚心向专业老师
学习，将舞蹈艺术渗透入语
文课堂，提倡“舞蹈+”的教
学模式。她讲究语言的抑扬
顿挫，有时配上新“偷学”的
肢体动作，学生 们 戏称“刘
麻麻”在“跳舞”。
刘老师注重课前课后
的“用心”教育，学生都亲切
地称她为“刘麻麻”，他们总
是期盼刘麻麻的课，会有如

本报6月 13 日 讯 为 庆 祝 第 15 个
世界献血者日，13日下午， 在长沙市天
心区黄兴路步行街中心广场举办“无偿
献血，用爱点亮长沙”盛大公益活动，聚
焦了万千市民的目光，受到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
活动现场， 长沙血液中心主任王双
林详细介绍了省会长沙近年来的无偿
献血情况。2017年全年长沙近16万人参
与无偿献血，共 采集 血 液56.7吨 ，长沙
城区千人口献血率20.66， 人均献血量
7.8毫升，两项硬指标居全国前列。长沙
连续5年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
号， 长沙血液中心获评“全国文明 单
位”。 大四学生吕广仁荣获2016—2017
年度湖南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二
星级志愿服务奖。5年来， 他利用课余时
间来血液中心参与志愿服务， 积极捐献
热血47次。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董恩

沐春风之感； 他们课后也不
怕“麻烦”刘麻麻，譬如专业
课受伤了会跟刘麻麻撒娇求
安慰、咨询如何报考自考、如
何练习普通话………毕业的
学生也把“刘麻麻”当作知心
亲人，秘密只与“刘麻麻”分
享。
刘菊华强调学生要“德
艺双馨”，她总说：“人，是要
有一点精神的。” 她本人也
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不仅
多次 给 有困 难的 在 校老 师
和同学捐款，还积极组织学
生进残疾学校、 敬老院慰问
演出， 多次组织学生到山区
学校教授舞蹈、戏曲、绘画和
声乐等。十多年来，刘老师言
传身教，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加
入善举。
■通讯员 文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