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处理眼内异物

07
2019年
3月2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健
康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心理咨询

孩子缺乏安全感
不能适应幼儿园生活怎么办？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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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泽川

春季里， 往往风沙很大， 特别
是北方地区尤为明显 。 稍不留神 ，
沙子、 灰尘等异物就会吹进眼里 。
如果排除方法不当 ， 如用手揉挤 ，
很可能造成角膜损伤或使异物进入
角膜深处， 以致眼睛发炎疼痛。

那么 ， 如何处理眼内异物呢 ？
以下方法与步骤可资参考：

一、让泪水自然冲走异物。当异
物刺激眼睛泪水流出， 然后可以再
反复做几次眨眼动作，使泪水增多。
于是， 小的异物就会随泪水自然流
走，且不会造成眼睛的任何损伤。

二 、 用清洁水或生理盐水冲
洗。 当泪水无法冲掉眼中异物时 ，
可用干净的水盆盛满清洁水或生理
盐水， 将眼睛浸入水内， 眼睛在水
中反复做睁眼、 闭眼动作， 眼内异

物即可被水冲出。
三、 翻开上下眼睑取出。 操作

者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其上眼皮， 拇
指稍向前牵拉， 食指轻轻下压而拇
指向上翻转， 将眼睑翻开， 看到异
物后， 用清洁的棉签或纱布、 手绢
等轻轻将异物粘出。 然后用0.5%金
霉素眼药膏涂抹， 以起消炎、 护眼
作用， 防止感染。

经上述处理方法， 如仍未能将
眼内异物除去， 或感觉异物已嵌在
瞳孔或虹膜上 ， 对眼球构成刺激
时， 就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每年3月21日为 “世界睡眠日”，
就是要让我们慎重看待长期忽略漠视
的睡眠障碍之广泛深远影响， 关注睡
眠质量的重要性。

失眠与睡眠剥夺

失眠是 “有机会 、 有时间 、 想
睡， 却因身心及环境等各种因素而睡
不着或睡不好” 的睡眠障碍。

睡眠剥夺则是 “想睡、 能睡， 却
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值夜班、 超时工
作） 而被剥夺睡眠时间、 没有机会睡
个好觉， 无法拥有足够睡眠” 的睡眠
问题。

凡少于所需睡眠时间2小时以上、
睡觉不定时或不能熟睡， 也属于睡眠
剥夺。

失眠与睡眠剥夺的结果同样是
“长期睡眠不足 ” 而影响身心健康 ，
继而造成各方面的影响，从个人生活、
家庭、社交、工作、社会及至国家经济
发展，存在许多人们长期忽略的影响。
最严重者， 因失眠而身心俱病， 折腾
煎熬， 生不如死， 试图自杀。

研究发现， 在行为上， 睡眠剥夺
者对刺激的反应时间长， 或无法于某
时限范围内侦测到刺激。 此外， 无法
即时对目标刺激产生正确反应， 也是
睡眠剥夺者的另一明显特征， 随着被
剥夺时间的增长， 犯错或发生失误将
更频繁。

功能性磁共振造影的研究也显
示， 睡眠剥夺长达35小时后与工作记
忆相关区域的活动量也会降低。

更甚者， 科学研究证明睡眠剥夺
与阿尔茨海默症 （老年失智症） 有直
接关系。 睡眠能够清除β淀粉样蛋白
（Aβ） ———导致老年失智的标示物 。
睡眠不好， 这种物质的清除率就会下
降， 导致记忆力受损。

睡眠剥夺的影响

脑部影响： 间歇性失忆、 出现幻
觉 、 眼球充血 、 思维失调 、 判断错
误、 精神恍惚、 注意力下降。

情绪影响 ： 情绪低落 、 心神不
定、 多动症、 易怒、 忧郁及躁狂。

身体影响： 血压升高、 糖尿病风
险增加、 荷尔蒙水平升高、 肥胖、 骨
质疏松、 肌肉疼痛。

健康影响 ： 患纤维肌肉风险增
加、 癌症及中风风险增加 （睡眠只有
6小时或更少者， 中风风险增加4倍，
心脏病风险增加1倍）。

寿命影响： 睡眠只有6小时或更
少者， 于14年内死亡的可能性较正常
高达4倍。

与过劳死紧密联系

英国和日本研究人员在医学杂志
发布的 《职业与环境医药 》 报告指
出： 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 长期睡眠
不足， 其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可能是普
通人的两倍。

连续两晚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 ，
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比正常状态高出
一至两倍。

一个人经常加班、 熬夜、 休息不

好， 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焦虑、 失眠、
记忆力衰退、 精神抑郁， 甚至引发精
神疾病 。 近年常听到的 “过劳死 ”，
就是长期过度的劳累， 引发心衰、 肾
衰、 心肌梗、 脑溢血等造成的猝死。

从睡眠障碍、慢性疲劳到过劳死，
是恶性循环，症状显现为5大阶段———
打不起精神、昏昏沉沉、浑身酸痛、开
始得病、癌症潜伏。 疲劳积少成多，由
量变到质变，最终演变成慢性疾病，甚
至猝死或导致重大意外事故。

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人们身
心健康的影响

过长的工作时间会影响人们的身
体健康， 继而造成自身及家人的安全
问题。

有相关研究指出， 实习医生的传
统轮值工作时间为24小时， 将会带来
以下的影响：

★工作时限16小时， 针刺伤及其
他尖物伤害的几率为36%， 连续工作
20个小时或以上， 受伤率则将飙升至
61%！

★严重诊断错误的几率比正常工
作时限高出5倍！

★在职时间的注意力会在夜间下
降2倍。

★24小时工作之后， 在返家途中
发生交通意外的几率为平常的2倍！

★行为表现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
达0.05%至0.10%， 精神状态严重下
降 ， 驾驶状态更处于 “公共危险水
平” （达0.05%）。

【职工困惑】

我儿子今年满三岁了， 刚开始上幼儿
园， 每天和家人分开时总是大哭不止， 好
几个星期都适应不了幼儿园的生活， 老师
说他安全感不足， 我们特别着急， 可是怎
样才能让他有安全感呢？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
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许多家长都在面临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安全感呢？ 安全感就是渴
望稳定、 安全的心理需求， 属于个人内在
精神需求。 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
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 以及个体在
应对处事时的有力、 无力感， 主要表现为
确定感和可控感， 也就是孩子自己感到安
心的能力。

【专家建议】

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 心理学认
为：孩子早期的安全感，形成于婴幼儿期和
家人的亲密关系之中，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
度， 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影响到孩
子。 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建立：

首先是建立信任、 及时回应 。 信任或
者不信任， 对于孩子是一个关键的心理社
会危机。 当婴儿相信自己的需求可以得到
满足， 就能增加 “接受延迟满足” 的能力，
即因为知道之后一定会有、 而不会担忧失
去， 也会在和家人相处时， 表现出明显的
热情、 愉悦和兴奋， 这些都是婴儿有信任
感的表现。

其次是了解孩子的发展需求 。 了解孩
子在每个发展阶段会有哪些反应， 陪伴孩
子度过各种敏感期， 找出造成孩子不舒服
的原因， 建议可以找些相关书籍了解一下。

第三是可以和孩子多做些建立安全感
的小游戏。 可以透过让他们感觉温馨、 支
持、 温暖的游戏， 来加强他们的安全感。

第四是增加肢体接触 。 对孩子来说 ，
像亲子间的脸颊碰触、 帮孩子抓痒、 一起
嬉戏， 都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

第五， 父母的安全感会直接影响到孩
子的安全感。

第六是培养孩子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
能力， 同时不过度渲染生活中的危险。 如
果我们总对孩子说外面都是坏人，那孩子就
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恐惧，而不敢去面对。

归结起来， 培养孩子安全感靠谱的途
径只有一个， 那就是： 做可亲可爱的、 懂
孩子 、 爱孩子 、 会和孩子一起玩的父母 。
爱对于孩子来说就等同于陪伴， 而高品质
的陪伴等于时间。

□□吕吕雪雪萱萱

睡睡眠眠剥剥夺夺，，当当心心夺夺命命

““失失眠眠”” 与与 ““睡睡眠眠剥剥夺夺”” 是是最最主主要要的的
两两大大睡睡眠眠障障碍碍，， 人人们们常常将将两两者者混混淆淆为为一一，，
其其实实是是截截然然不不同同的的情情况况，， 但但所所造造成成的的健健康康
影影响响和和经经济济损损失失却却大大相相庭庭径径，， 全全球球各各国国深深
陷陷困困扰扰，， 尤尤其其工工作作时时间间长长、、 超超时时严严重重的的亚亚
洲洲国国家家，， 睡睡眠眠剥剥夺夺及及过过劳劳死死几几率率高高居居不不下下，，
急急速速飙飙升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