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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会引起失眠？
（一） 生理性因素： 随年龄

逐渐增高， 生理激素水平会逐渐
下降 ， 无法维持较长时间的睡
眠。 老年人的睡眠就呈现出支离
破碎的现象， 此为生理现象。

（二） 病理性因素： 老年人
失眠也可继发于较多疾病， 如心
肺异常、 心脏病、 肺部疾病、 躯
体疼痛、 骨关节病的疼痛或皮肤
瘙痒等， 此类因素都为引起老年
人失眠的主要原因。

（三） 不当的饮食、 不舒适
的环境以及心理因素等， 也可以
造成老人失眠。

春季， 是养生的好时节， 要提醒
大家的是， 要避开以下五个误区：

误区一 一上火就吃解毒丸 春
天很多人易上火， 有些人一上火就吃
解毒丸， 乱用降火药， 这是最大的
“灭火” 禁忌。

要提醒大家的是， 有些看似 “上
火” 的症状， 并不是上火， 例如便
秘， 或许是体虚的表现。 所以， 要弄
清是身体上的心火、 胃火、 肝火、 肺
火还是肾火， 再对症去火。

误区二 “春捂” 不当 很多人都
知道春捂秋冻， 做起来却容易走两个
极端： 年轻人不捂， 早早就穿起单衣
和单鞋； 老人、 小孩却容易捂过头，
捂出了汗还 “顽固” 地不脱衣服。

从养生角度来说， 春季捂的重点在
于背、 腹、 足底。 背部保暖可预防疾病，
减少感冒几率； 腹部保暖是保护胃、 脾、
肠， 预防消化不良和拉肚子。 “寒从
脚下起”， 脚下神经末梢丰富、 敏感，
脚部保暖才能使身体适应气候变化。

误区三 一困就睡 在春天阳光
照射下， 人体血管扩张， 血流速度加
快， 容易导致大脑缺氧犯困。 但一困
就睡， 对健康很不利。 睡得时间太长
会进一步减少脑部血流量， 抑制大脑
皮层兴奋度， 可能越睡越不醒。

解决春困不能想睡就睡， 要抓住
两个黄金时间点： 一是起床后； 二是
午饭后。 《黄帝内经》 提到： “夜卧
早起 ”。 就是说春季可以稍晚点睡
（晚 11 点）， 但要早起 （早 6 点半）。

误区四 吃得太酸、 太辣 “春夏
补阳” 是 《黄帝内经》 等医学经典推
崇的养生准则， 在五脏和五味的关系
中， 酸味有收敛作用， 不利于阳气生
发和肝气的疏泄。 故吃得太酸 、 太
辣， 都会损伤阳气。

中医讲春为肝气当令， 而酸味入
肝、 甘味入脾， 因此春季应少吃酸以
防肝气过旺， 多吃香辛的食物可疏发
肝气而补益脾气。

韭菜是春季最好的蔬菜， 可多吃
但不宜过量； 而香菜、 葱、 蒜、 莲子
等也适合春季吃。 同时， 应告别冬季
养生式温补， 改以健脾胃。 少吃发物
和易引起 “上火” 的食物， 如鱼、 虾
等， 患慢性病的人群尤其要注意。

误区五 门窗紧闭 春天气温上
升， 湿度提高， 各种细菌、 病毒等开
始大量繁殖。 如果长时间门窗紧闭，
或空气流通不好， 很容易导致感冒流
行、 传染性疾病高发。

为防范各种传染病， 不论家里还
是办公室， 都要保证每天开窗通风两
次， 每次至少 10 分钟， 最好能形成
空气对流， 最佳的通风时间是在日出
后和日落前。

山东 刘焕荣

春季养生
避开五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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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老人失眠原因
采取正确照护方法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 今年的主题是：
“良好睡眠 健康之源”。 据美国睡眠基金会推
荐的睡眠时间， 65 岁以上老年人推荐最佳睡
眠时长在 7~8 小时， 5~9 小时是可以接受的范
围。 调查显示， 每天保持 7~8 小时睡眠的老年
人比睡得过多或过少的老年人， 更能保持身体
和精神的健康。

睡眠不好可导致老人白天精神不振、 食欲
减退， 甚至精神恍惚。 照护时要查找老人失眠
的原因， 以便采取正确的照护方法。

（一） 睡眠卫生
1． 室内清新的空气有利于睡

眠， 睡前最好一小时开窗通风。
2． 睡前 4~6 小时内避免喝咖

啡、 浓茶， 吸烟。
3． 睡前不要饮酒， 不要利用

酒精帮助入睡 。 酒精如同镇静
剂， 不能促进自然的睡眠， 还会
让睡眠碎片化， 并阻断快速眼动
睡眠。

4． 晚餐不宜过饱或者不吃，
宜进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睡前
喝一杯热牛奶或糖水 、 吃点水
果， 可加速入睡。

5． 每日规律安排适度体育锻
炼， 睡前 3~4 小时内应避免剧烈
运动。

6． 睡前 1 小时不做容易引起
兴奋的脑力劳动或观看容易引起
兴奋的书刊和影视节目， 手机屏
幕、 电视屏幕等会发出蓝光， 妨
碍褪黑素的分泌， 减弱睡意。

7． 睡前帮助老人做好身体清
洁， 使其身体舒适。 可行温水沐
浴或热水泡脚， 促进睡眠。 协助
老人取舒适的卧位， 一般以右侧
卧位为好。

8． 卧室环境应安静、 舒适，
保持适宜的光线和温度， 室温以
20℃~22℃为宜 ， 过冷过热均会
影响睡眠， 入睡时应使灯光尽量
暗淡， 使用深色窗帘。

9．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即
使前一天睡得不好或当天是休息
日， 也要尽量保持每天同一时间
段睡觉和起床。

10． 经常清洗被单及日光下
暴晒被褥 ， 也会使老人感到舒
适， 而利于睡眠。

（二） 放松疗法
应激、 紧张和焦虑是诱发失

眠的常见因素， 放松治疗可缓解
这些因素带来的不良效应， 其目
的是降低卧床时的警觉性和减少

夜间觉醒， 主要包括：
1． 渐进性肌肉放松。
2． 指导性想象。
3． 腹式呼吸训练。
初期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

行。
（三） 认知疗法
失眠患者常对失眠本身感到

恐惧 ， 过分关注失眠的不良后
果， 常在临近睡眠时感到紧张，
担心睡不好。 这些负面情绪使失
眠症状进一步恶化， 失眠加重又
反过来影响患者的情绪， 形成恶
性循环。

认知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
对失眠的认知偏差， 改变对于睡
眠问题的非理性信念和态度。 主
要包括：

1． 保持合理的睡眠期望， 不
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失眠。

2． 保持自然入睡， 避免过度
主观的入睡意图， 即强行要求自
己入睡。

3． 不要过分关注睡眠， 不因
为一晚没睡好就产生挫败感， 培
养对失眠的耐受性。

（四） 行为疗法
1． 睡眠限制：
通过调整 （缩短） 卧床时间，

使其和实际睡眠时间相符， 增加
入睡驱动能力以提高睡眠效率。

2． 刺激控制：
（1） 有睡意时再上床， 如果

卧床 20 分钟不能入睡， 应起床
离开卧室 ， 从事一些简单的活
动 ， 等有睡意时再返回卧室睡
觉。

（2） 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
关的活动， 如进食、 看电视、 听
收音机及思考复杂问题等。

（3） 不管何时入睡， 应保持
规律的起床时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邢佳

二 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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