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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中考了，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
俗话说，考场如战场，考试既是实力的较量，更是心理的较量。高考正将结束，

中考即将来临，不少考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情绪，这时该如何科学、
合理地调节呢？看看医生提供的考前“解压宝典”。

小心！老年病盯上小考生

科 普

文 / 阳柳 刘驰锋 杨文

考试前夕孩子患上老年病
临近中考，平时成绩一直很好的学

生突然出现断崖式下降�����，一�����，一����，一

到晚上就异常兴奋，白天却又萎靡不振�

对�，湖南省脑科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

师韩国栋提醒，孩子考前出现这种状况

有可能与颈椎病有关�

颈椎病通常认为是中老年的多发病、

常见病�但近年来随着升学压力增大，初、

高中学生颈椎发病率呈直线上升�调查

显示：在中国 80% 以上的青少年颈椎处

于亚健康状态�80% 的亚健康群体中，

严重不健康的占到17. 5%，出现脖子发僵、

眩晕、头疼、手指肩、臂麻痹、视力减退，

对学生压力很大，对学习、生活失去信心，

是中学生休学的主要原因�一�

韩国栋介绍，青少年学生颈椎病发

病主要有如下原因：

1. 体位不良�学习��不��，���学习��不��，��学习��不��，��

伏案学习使后侧韧带不平衡，导致颈椎

生理曲度改变�睡�不�确，不良睡�

主要与枕头过高、过低、不枕有关�不

良生活习惯，比如低头刷手机、躺着看书，

�时间使用电脑等�

2. �时间�着�学生每天学习时间

�达�����时，青少年�处于生������时，青少年�处于生���时，青少年�处于生�

发育的旺盛�，骨骼、肌肉组织的生�

尚未完全定型，颈���过�、过曲，，颈���过�、过曲，颈���过�、过曲，

极易导致颈�肌肉和椎间盘疲劳�

韩国栋提醒，青少年学生颈椎病的

预防应从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睡眠习惯开

始�建议学习时����，眼睛离书本

约一尺、胸离课桌约一拳、手指离笔尖

约一寸，课间可做前后左右做颈椎运动

至少�轮，改善椎间各关节功能，减少

神经刺激、减轻肌肉痉挛�睡觉时仰面

平躺的睡�能最好地维持颈椎自然弧

度；同时选择合适的枕头，最好能选一

�高度适中（一般边缘为一拳高），中等

硬度，以便能支撑并保持颈�的生理曲

度，保证颈椎不会过度前屈或后仰；枕

头宽度应刚好从头�一直垫到脖子，切

忌颈椎悬空�

别轻易被情绪压垮
离 考 试 越 近， 心 理 压 力 就 越 大�

最近，初三学生�海（化名）被“压垮

了”，不但每天唉声叹气，烦恼易怒，

而且担心考 试会失利，开始出现失眠

等症状�

�海妈妈非常着急，前几日带孩子

来到了湖南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与神经

症科门诊�副主任医师陈金虹详细询问

了�海最近学习的情况及情绪问题，完

成心理压力测验及其他检查后，解释道，

�海由于高考压力过度紧张，睡眠严重

不足而出现了情绪问题，这也是焦虑情

绪的表现�

 陈金虹表示，焦虑情绪是人的一种

基本反应，属于�常现象，是人在面对

挑战或威胁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是

面临不能控制的事件或情景时的一般反

应，这种情绪反应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它有利于�体调动身体的潜能和资源来

应对现实的威胁，逐渐获得应对挑战所

需要的控制感及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

如果人处在适度的焦虑范围内，还会使

考生发挥更大的潜能�

想轻松应对考试，该如何缓解焦虑

情绪、释放压力呢？陈金虹介绍，首先，

家�可以让学生调节心态，克服“怕”“悔”

“烦”等消极情绪，学会主动倾诉，自我

调整，切记不要患得患失�

其次，学习方面可以劳逸结合，培

养 爱 好， 规律作息， 不 � �作�， 不� �作�， 不， 不

搞疲劳战，不搞题海战术，保 持乐观

自信向上的态度，平常心对待高考�

最 后， 家� 们 要 做 到 不过 分 要求

孩子，以开放的心态开导，及时沟通，

默 默陪 伴支持，倾 听，不 要在孩子面

前夸大考试的重要性�陪孩子散散步，

帮助孩子缓解压力，睡前泡�热水澡，

睡前喝杯牛奶 等，相信孩子，给孩子

提 供营养平衡的饮食，创造一 �好的

环境�

同时， 白天 适 量 运 动 有助于 恢 复

生物钟，优化 荷尔蒙 水平，但 是不 要

在睡前运动�还有要减少�睡，�睡�还有要减少�睡，�睡减少�睡，�睡

太久，容易导致失眠，如果一定要�睡，

那 么 建 议 把 时 间 控 制 在半� 时以内，

下� 3 点�后就不要�睡了�睡前 2 ��睡前 2 �睡前 2 �

时减少进食，睡前如果不是很饿的话，

也尽量少吃东西，吃完晚饭 后不要再

吃刺激性食物�晚上少�结，多放松，�晚上少�结，多放松，晚上少�结，多放松，

别想太多学习上的事情和题目，床只

能用于休息，不要在床上看书，学习，

睡前避免思考问题，卧室不要放闹钟，

晚 上不 要喝黑咖啡、�以及�有 ��、�以及�有 ���以及�有 ��

的饮料�可以做一�缓解压力的事情，�可以做一�缓解压力的事情，可以做一�缓解压力的事情，

听听 音乐�对失眠的人 来讲，常听一

�舒缓的音乐，轻音乐可以使你情 绪

平稳、放松、��，音乐是改善睡眠的、放松、��，音乐是改善睡眠的放松、��，音乐是改善睡眠的、��，音乐是改善睡眠的��，音乐是改善睡眠的

一种良药�

小儿心肌炎夜间会出现什么症状
文 /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 何涛

�儿心肌炎如果症状较轻，�晚不

会出现特殊反应，但处于急性感染�，

晚上可能会出现发热、咳嗽、痰多，胸闷、

气喘�如果是胃肠道感染，也会出现发

热、腹痛、腹泻的表现�在�间如果发

生急性心衰，孩子还会出现严重的呼吸

困难，甚至带有���泡�痰，且�睡带有���泡�痰，且�睡���泡�痰，且�睡且�睡�睡

比较困难，容易醒、哭闹，这样的表现

主要是因为疾病引起的患者不舒服，或

者出现高热导致的�所以一�发现�儿导致的�所以一�发现�儿�所以一�发现�儿

心肌炎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治疗，积极抗

炎、抗病毒、营养心肌，改善心肌代谢�

心肌炎的治疗主要取决于其严重程度和

相关因素，通常为�助性支持治疗，�，通常为�助性支持治疗，�通常为�助性支持治疗，�为�助性支持治疗，��助性支持治疗，�

其是病毒性心肌炎，主要以临床表现为以临床表现为临床表现为为

参考标准�对于一�急性病情患者，医�对于一�急性病情患者，医

生应尽快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疗计划，严

格控制患者卧床休息和营养支持�患者卧床休息和营养支持�卧床休息和营养支持�

儿童急性喉炎如何治疗
文 /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杨婷

 1. 儿童急性喉炎早�可以进行雾化

治疗�早�进行针对性治疗，对病症改善

非常重要，这�时候父母要充分了解病症，

尽快帮助患儿解决炎症，消�对咽喉造

成的影响�2. 中成药也可用于治疗儿童急

性喉炎，达到清热、解毒、润喉作用，比

如普地兰消炎口服液或银黄颗粒治疗�如

果急性喉炎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应使用

头孢克肟和其它药物抵抗感染�3. 儿童

急性喉炎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药物

治疗�，还必须与饮食相结合�这时儿童

应多喝水，喝水可以滋润喉咙，减轻喉咙

疼痛，而且可以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对

疾病有很好的�助作用�同时，应该多

吃新鲜水果和蔬菜，不吃辛辣刺激食物�

在治疗过程中，还应注意预防措施，加强

儿童的户�运动，保持室内空气清洁，并

及时增添衣服，防止儿童受凉�

如何判断小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严重程度
文 /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徐畅

�儿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严重程

度，常常与�人体质和身体抵抗力有

关，轻症通常表现为流涕、鼻塞、打

喷嚏、轻微咳嗽、低热等；重症通常

表现为持续高热、寒战、扁桃体充血、

颈�淋巴结增大��儿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通常在一周�内可以恢复��儿

出现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了取决于病

毒或细菌侵染，还有其他诱发因素，

其大概分为两大类：宿主防御能力，

如果�儿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他们

的身体防御能力降低，极容易发生上

呼吸道感染，且症状相对比较严重；

环境因素，大气污染、居住环境污染、

被动吸烟等等，这�都会导致�儿呼

吸道局�防御能力下降，从而极易出

现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小孩半夜肚子痛怎么办
文 / 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病房 彭安
娜

1. �孩半�肚子痛最常见的是肠痉

挛，一般发作时间较短，易反复发作，如

果没有出现发烧、��或腹泻等症状，疼、��或腹泻等症状，疼��或腹泻等症状，疼

痛时肚子很软，没有压痛点，疼痛停止�

后孩子则无大碍�2. 导致肠痉挛出现与

饮食有关，比如消化不良、肚子受凉、�、肚子受凉、�肚子受凉、�、��

饮�食、吃得过于��或经常吃�饮、�、吃得过于��或经常吃�饮、�吃得过于��或经常吃�饮、�

食等，�了肠痉挛��，肠胃炎和痢疾也

会导致�孩子肚子痛�如孩子是肠痉挛

所造成的肚子痛，需要注意日常饮食的调

理�3. 出现腹痛，千万不要盲目地��或地��或��或

热敷，这种方法对胃肠道痉挛引起的胃肠

绞痛是有效果的，但有�情况是不适合的，

比如肠套叠，盲目��可导致病情的加重，

患有阑尾炎的孩子局�热敷或��肚子

能促进炎症化脓导致破溃穿孔，所以不

是所有的腹痛都适合�摩和热敷�

高考结束，是时候关注中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