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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闵闵丹丹

■生活资讯

日前， 慈铭体检联合中国
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与健康
保险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健康
保 障 协 会 等 机 构 ， 发 布 了
《2017年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
调查之教育行业健康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教师
在我国其人数早已接近两千
万， 有调查显示， 54.5％的教
师每天工作8-10小时， 26.2％
的教师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0个
小时， 就数据分析来看长时间
高强度的工作大量透支了教师
们的健康。

久坐、 久站、 憋尿、 熬夜
等都是教师职业不能改变的坏
习惯， 如此日积月累， 造成了
教师真正的职业病。 更严重的
是， 这些问题给教师们带来了
很多的 “难言之隐”。 数据显
示， 每两个男教师中就有一个
有前列腺问题， 每十个女教师
中就有七个有妇科问题。 对于
“难言之隐”， 慈铭体检专家介
绍说： “多喝水， 正常排尿，
以稀释尿液的浓度， 同时也是
肾脏保健的好方法。 另外， 注
意饮食调节， 注重营养健康，
避免辛辣刺激 ， 避免烟酒过
度。 还可以通过多运动， 提高
自身抵抗力。”

另外， 抬头写板书和长期
伏案确实使教师的颈椎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 导致教师的颈椎
片异常检出率也超出全国总数
据平均值的30%左右。

日常的体检报告中经常

出现的关于颈椎问题的曲线
变 直 、 增生 、 钙化这些专业
术语 ， 意味着什么 ？ 是 不 是
有这些指标异常就一定是颈
椎病呢？

据介绍， 由于长期使用高
枕、 低头伏案等原因， 致使颈
椎正常的生理弯曲度变直了。
这种生理弯曲线变形， 可以导
致颈椎稳定性下降， 颈椎椎间
盘压力加大。 骨质增生在颈椎
病中是最常见的现象， 由于颈
椎退行性变所致颈椎骨赘， 所
以逐渐形成了增生。 如果增生
的部位无任何神经、 血管压迫
的话， 不构成颈椎病。 但是只
要有压迫和症状出现， 就表示
已经患上颈椎病。 专家介绍：
“老师们可以根据体检报告 ，
了解自身的情况， 如果需要，
可进行进一步颈椎CT或MRI
检查。”

同时， 65％的颈椎病人有
一侧或双侧头痛， 80%头晕的
患者也是由于此。 专家提示，
可以注意颈部保暖， 不睡高枕
头， 不久坐低头， 合理按摩颈
部， 另外， 多吃高钙食物。

预防教师“职业病”
专家来支招

颈椎异常检出率超全国平均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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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秋季是个容易过敏的季节，
你知道吗？电子产品也是过敏源。

提到皮肤过敏， 通常大家都
会想到粉尘、 食物之类， 其实，
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业可能会
导致各种皮肤问题。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 一些
体质较弱和敏感性体质的人首当
其冲成“电子过敏症”的受害者。
他们对手机、 计算机等电子产品
产生的电磁波过敏，会出现头晕、
潮热、瘙痒、恶心等症状。

最大的病源还是电脑， 开机
状态下的电脑屏幕有电磁辐射作
用， 会导致瘙痒、 红疹、 红斑等
过敏性皮炎， 眼部疼痛等结膜炎
病症。 此外， 屏幕周围会形成静
电场， 吸附大量悬浮灰尘， 导致

尘螨过敏。 只要离开电脑一段时
间， 脸上的红疹就会自然消退。

患 “电子过敏症” 跟个人工
作压力及不良生活方式导致免疫
力下降有关， 平时要加强锻炼，
多吃水果和蔬菜， 要保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 用一段时间电子产品
后， 就起身活动一下， 注意皮肤
保洁， 用温水将静电吸附在面部
的尘垢洗净。 （小河）

电电子子产产品品竟竟然然也也是是过过敏敏源源

步入职场，注定了我们每天
要和一帮同事朝夕相处。 统计学
角度来说， 我们与同事相处的时
间甚至超过家人，这也意味着：如
果处理不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可能
都不会感到开心。 33 岁的小华曾
经换过四五个工作， 也接触过很
多同事。在他们相处的时候，大家
称兄道弟， 视为知己， 可分离之
后， 却很少联系， 这使小华很受
伤。小华的经历让人思考：同事能
不能做朋友？ 对于如何处理好职
场上的同事和朋友的关系， 记者
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团
队的老师，请他们给出了建议。

厘清概念 避免职场交
友“很受伤”

小华向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经
历， 之前， 小华和两个同事供职
于某个做文物鉴赏的报社。 他们
在一起租房子、 做饭， 大家不分
彼此。 对于同事的请求， 小华是
义不容辞， 帮助他们改文章、 写
报道、 拍图片。 有时候他们完不
成任务， 小华还会把自己写的文
章偷偷让他们用。 后来， 领导知
道了此事， 降了他们的工资。 他
们一时想不通， 打算辞职。 小华
想到大家都是兄弟， 不与他们同
进退未免有些不仗义， 就和他们
一块儿辞了职 。 而那两个同事
呢， 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可
竟然同小华老死不相往来了。 有
几次在 QQ 上看见他们 ， 小华
连说了几次话 ， 他们都不予理
睬， 这让小华感觉自讨没趣， 搞
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也为他
以后职场上的交往留下了阴影。

专家介绍， 小华的困惑在于
没有分清同事和朋友的关系的概
念， 这也是不少职场人尤其是职
场新人容易分不清并导致误区的
地方。 朋友是一个人根据性格爱
好相近自主选择的， 而同事则是
因为工作关系“强行摊派”给你的
搭档，你自己无法选择；朋友之间
可以福祸相处、患难与共，一般没
有利益冲突， 而同事之间的利益
相关性更大，有时是竞争关系，有

时是合作关系。 从朋友和同事的
不同点可以看出， 如果选择和同
事交朋友， 那么必须要面对很多
人可能都遇到过的尴尬处境：如
何在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保持和
同事之间和谐的相处模式？

人际交往中学会运用五
步法

那么 ， 同事还能不能做朋
友？ 专家表示， 人都有人际交往
的 需 求 。 约 翰·麦 克 斯 韦 尔
（John C.Maxwell） 是享誉美国的
领导力和人际关系大师， 他把人
际交往分为五个层次 ： 准备程
度、 连接、 建立信任、 投资、 回
报。 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 其实
都可以从这五个层次入手， 审视
我们在建立这一段关系的时候愿
意进行到哪一个层次。

在准备阶段中的透视镜原则
告诉人们， 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取
决于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 即使
审视他人总会存在偏差， 我们也
应该在建立一段关系之前仔细审
视对方， 对彼此都有一个充分的
了解。 对于兴趣不相投的同事，
我们只需要保持同事应该有的正
常关系即可， 反之则可以进入下
一步。

在连接和建立信任阶段， 我
们与同事有了进一步的互动并建
立了更深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要
不要成为朋友， 对他们进行情感
“投资”， 求得 “回报” 以前， 需
要对我们以及同事所处的环境和
本质关系做更加透彻的考量。 有
些人总是过于封闭自己， 对同事
总是保持如临大敌的态度； 另外
一些人则如前面说过的小华一样
对同事异于常态的掏心掏肺， 把
每个同事都当作自己的朋友， 即
使有些人并不领情。

所以在做决定要不要和同事
做朋友之前， 我们还需要问问自
己对朋友的态度是如何的？ 我们
是不是过分依赖朋友来作为自己
的情感支撑？ 还是自己天性就淡
漠封闭， 不愿意与人过多交往？
如果你的社交好友过少， 社交活
动也很少参加， 需要同事来做朋
友以满足自己的人际交往需要，
那么这样的关系并不能带给你期
望的目的。 如果你天生就不愿与

人过多交往， 你往往也会倾向于
负面评价你的同事， 更无法和他
们交朋友了。 在考虑适用哪种关
系之前， 最好也对自己有个全面
的了解和考量。

这些技巧有利于促进良
好同事关系

有善于发现同事长处的眼睛
大家都觉得职场的人际关系

难处， 其实不管是对工作上的同
事， 还是社会上的其他人， 只要
你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 与多难
对付的人都能和谐相处。
学会适度隐藏自己的光芒

在工作中， 有些人往往过于
锋芒毕露， 处处表现自身的优越
感 ， 相信大家身边都有这样的
人， 你对这种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的？ 其实这种人， 大多时候是不
讨喜的。 我们在与同事交往时，
即使你比对方优秀， 你也要适度
压压自己的风头， 让工作氛围舒
畅， 才能保持和谐的关系。
相互帮助

职场中同事之间难免产生竞
争， 我们要保持双赢的看法， 更
利于共同进步。 双赢的智慧， 是
职场中高情商人的做法。 我们在
无私帮助他人之时， 也会收获同
事的感恩。

总而言之， 正确处理同事和
朋友的关系， 是大多数人都需要
正确对待的一项课题。 同事能不
能做朋友， 往往和我们自己的性
格和需要有关， 这需要对自己有
一定的判断和认识。 只有处理好
了这些关系， 我们的职场生活才
能更加精彩。

职职场场相相处处模模式式哪哪种种适适合合你你
朋朋友友or同同事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