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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动健身的观念深
入人心， 跟腱断裂等 “动出
来 ” 的病也随之 “流行 ”。
专家建议， 选择适合自己的
运动方式， 运动前做好充分
准备活动， 运动时掌握正确
的技术动作要领。

跟腱， 小腿后方最强大
的肌腱， 人的站、 立、 跑、
跳等都离不开它， 但它也是
人体诸多肌腱中最容易断
的。 南京鼓楼医院骨科副主
任医师王骏飞解释， 临床上
常见的跟腱自发性断裂一般
发生在单侧肢体， 70%以上
的自发性断裂在运动时发
生， 以跟腱局部明显肿胀、
疼痛， 跖屈无力， 不能踮脚
站立， 跛行等为主要表现。
“跟腱断裂除了高发于运动
员、 舞蹈杂技演员等， 近年
来更加高发于人到中年的体
育活动爱好者， 尤其是羽毛
球、 网球、 篮球等需要弹跳
的运动。”

王骏飞表示， 一旦怀疑

有跟腱断裂， 要立即停止运
动， 禁止走路， 避免伤害进
一步加重。 可以用棍棒绑在
脚背， 将脚固定在跖屈位，
这样跟腱受力最小， 避免进
一步损伤。 同时用冰袋冷敷
患处 ， 使局部毛细血管收
缩， 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与
组织液的渗出， 并可明显减
轻疼痛与肿胀 。 简单处理
后， 尽快将患者送往医院。

王骏飞建议， 平时运动
时要采取必要措施预防跟腱
断裂。 如果体重较重， 建议
避免激烈运动， 可多进行如
游泳、 快走、 慢跑、 骑自行
车等有氧运动。 运动前做好
充分准备活动， 运动中注意
保护， 如踝关节处使用护套
等。 运动时掌握正确技术动
作要领 ， 勿用蛮力 ， 激烈
的、 有竞争性的运动一定量
力而行， 不要勉强。 “体育
锻炼要循序渐进。 如果运动
中出现疲劳或疼痛， 要休息
几天。” （邱冰清）

在职场中
如何跟不喜欢的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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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问题：
我很不喜欢我们部门的一

位同事， 每次和她在一起时我
心里都感觉很不舒服， 不想面
对她 。 但毕竟同在一个部门 ，
每天都会打交道， 我真的不知
道该如何跟她相处才不会显得
那么尴尬？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
咨询师：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问如
何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之前，
请先弄清楚自己为何会不喜欢
这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对方的镜
子， 会相互镜映出彼此身上的
人格特质。 以我们认识的身边
人来说， 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
那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人
格特质， 我们自己身上也存在
着， 并且这些人格特质被我们
自己所接纳； 如果我们不喜欢
或讨厌一个人， 那是因为这个
人身上的某些人格特质， 我们
自己身上也有， 但这些人格特
质不被我们自己所接纳。 这在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 “投射效
应”， 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也
是人的一种本能。

专家建议：
既然是一种本能 ，“投射效

应”当然无法避免，但我们怎样
才能够有意识地把它对人际交
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一是关注自己的情绪 ， 提
前干预 。 人的情绪有70%可以
通过身体表达，即使我们极力隐
藏对一个人的讨厌，但是对方还
是会很轻易感受到你的不友善。

察觉到你的不友善之后，对方往
往也会做出负面的反馈，结果自
然是双方的恶意越来越多。所以
当感觉自己对一个人有所厌恶
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干预自己的
行为，减少恶意和扭曲。

二是学会发现和欣赏对方
身上的优点。 我们经常会发现，
自己再讨厌的人也会有人不讨
厌 ， 甚至喜欢 。 同是一棵树 ，
有的人看到的是满树的郁郁葱
葱， 而有的人却只看到树梢上
的毛毛虫 。 放下挑剔和评判 ，
调整视角， 重新聚焦， 也许你
能看到对方身上也有很多值得
我们学习的优点。

三 是 不 要 急 着 怼 ， 学 会
“示弱” 合作。 想让两个互相讨
厌的人减少敌意， 有效的办法
是让他们必须协作完成一个任
务并且成功。 如果你想让对方
减少对我们的厌恶 ， 可以 让
对方 帮我们的忙 ， 而不是去
帮 对 方 的 忙 ， “ 弱 者 关怀 ”
会让对方以后也更可能帮助你。

人际关系的本质不是如何
与别人相处， 而是如何面对自
我 。 通过那些相处愉快的人 ，
我们看到被接纳的自我； 通过
那些讨厌的人， 我们看到被否
定的自我。 只有经历岁月的磨
砺， 做到真正的爱自己 ， 接纳
被否定的自我 ， 与自己和解 ，
我们才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才能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 所
以恭喜你， 当你对一个人升起
情绪 ， 甚至厌恶感觉的时候 ，
正好是一个深入了解自我的好
机会。

近日， 北京协和医院
外科青年医师技能大赛举
行决赛。 经过前期的集训
和多维度考核选拔， 最终
有四支队伍进入决赛， 青
年医师现场进行手术操作
等方面的比拼， 展现临床
综合能力。 比赛全程还通
过远程系统向西藏自治区
人民医院进行了直播， 促
进青年医生交流学习 。
图为评委在比赛中为选手
打分。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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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正确锻炼方法
防止“运动热”带来的“流行病”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 国
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
示，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为 53.6% 。 专家表示 ，
儿童应积极关注自身视力异
常迹象， 如果发现视力异常
应及时 、 规范配戴眼镜矫
正， 并定期复查。

“如果看不清黑板上的
字、 眼睛还经常干涩、 揉眼
睛， 孩子应该及时告知家长
和教师。 家长、 教师如果发
现儿童有视物眯眼、 歪头、
仰头等不良姿势时， 应及时
带孩子就诊。”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视光学
中心主管技师赵世强说 ，
“还可以交替闭上一只眼睛
进行自测， 以便发现单眼视
力不良。”

发现视力异常怎么办？
赵世强建议， 12岁以下尤其
是初次验光的儿童， 或有远
视、 斜视、 弱视和较大散光
的儿童一定要进行散瞳验
光。 “这是国际公认的诊断
近视的金标准， 可以尽量避
免验光不准的情况发生。”

“佩戴框架眼镜是矫正
近视的首选方法， 建议家长
到医疗机构遵照医生或验光

师的要求给孩子选择合适度
数的眼镜 。” 赵世强表示 ，
如果确定近视并且佩戴眼
镜，仍然需要定期检查视力。
他建议，学龄前儿童每3个月
或半年， 中小学生每半年到
一年去医疗机构检查裸眼视
力和戴镜视力， 如果戴镜视
力下降， 要在医生指导下确
定是否需要更换眼镜。

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
下， 近视不能治愈。 北京同
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松峰
介绍， 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
通过科学用眼、 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 减少长时间近距离
用眼等方式预防、 控制和减
缓近视。

“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
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 6
岁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
手机和电脑， 家长在孩子面
前应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李松峰说， 儿童读写连续用
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 还
应该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此外， 增加日间户外
活动是减少近视最有效的一
种方法 ， 晒太阳可以抑制
眼轴延长， 避免近视。” 李
松峰表示， 儿童应该做到每
天2小时、 每周10小时户外
活动。 （王秉阳）

儿童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
专家建议规范配镜、 定期复查

外外科科青青年年医医师师
赛赛技技能能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