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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别让世界杯变成“世界悲”
“转播看起来没

意 思， 作 为 一 名 真
正 的 球 迷 必 须 看 直
播！” 北 京 时 间 11
月 29 日凌晨，在卡
塔 尔 举 行 的 第 二 十
二 届 世 界 杯 足 球 赛
结束了小组赛第二轮
比赛的全部争夺。由
于时差关系，从本次
足球赛开赛后，大批
国内球迷熬夜守候在
电视机前，享受着属
于他们的狂欢，今年
32 岁的长沙男子张
平（化名）就连续熬
了 5 个通宵看球，并
声称过上了“卡塔尔
时间”。但这快乐才
开启，张平就发现自
己时有恶心、走路气
喘……找到医生问诊
后，才知道自己得了

“世界杯综合征”，而
且还有很多球迷和他
一样身体报警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驰锋

宝宝脐带什么时候掉
文 / 陈都（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  

脐带一般在出生后 7-14 天

会自行脱落，脱落时间的早晚

与不同的结扎方法有关，存在

个体差异。一般情况下，在新

生儿出生14 天内脐带会自行脱

落。家长应注意新生儿脐部护

理，可每日使用浓度 75% 的酒

精或者碘伏对新生儿脐部进行

护理，以免脐带发生感染。如

果脐带较粗，自然脱落的时间

可能会相对延长，家长也不必

过于担心。若脐带超过 14 天未

脱落，且脐带周围的皮肤出现

红肿、皮温升高、脓性分泌物，

要考虑是不是出现了新生儿脐

炎，应�早������儿��应�早������儿���早������儿��

就诊，由专业�师通过人工办

法去除脐带，并进行脐炎的治

疗。此�，宝宝脐带脱落后仍

需注意脐部护理，同时需要�

量避免让�儿哭闹，以免导致

腹压过大，从而引起结痂部位

出现渗血的情况。

宝宝嗓子哭哑了怎么办
文 / 陈刚（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三病区） 

新生儿剧烈哭闹，可能会

让声带受�损伤，同时会引起

咽部的急性炎症，这时孩子会

表现出嗓子哑的状态。这种情

况要积极给予纠�。家长可在

宝宝安静状态下喂适量的水，

保持宝宝咽部湿润的状态，同

时要让他�量多休息。家长一

定要安抚�孩子的情�，不要�孩子的情�，不要孩子的情�，不要

让孩子持续哭闹，并解除引起

哭闹的病因。如果是因喂养不

及时导致孩子哭闹，一定要及

时喂养；如果宝宝有腹胀或腹

部不适现象，家长可给予腹部

顺时针按摩，同时注意腹部保

暖，以�解孩子哭闹的症状。以�解孩子哭闹的症状。�解孩子哭闹的症状。

在家中观察 3 天左右后，若孩若孩孩

子的症状逐渐�转，可以不用

���进行治疗；如果没有明

显�转，仍然需要去��就诊，

在耳鼻喉��生的指导下进行

专业治疗。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怎么治
文 / 陈媛（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
医学一科） 

新生儿坏死性的�肠结肠

炎，一旦确诊应当立即禁食，

轻者需 5-10 天，重者需 10-15

天或更长时间，症状明显时还

应当给胃肠减压。在禁食期间，

应当进行静脉补液，以维持身

体内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同

时给予营养支持。此�，对于

新生儿坏死性�肠结肠炎，最

重要的是选用敏感的抗菌药物

进行治疗。这种病通�是由��通�是由��是由��

氏阴性杆菌造成的，因此多选的，因此多选，因此多选

择第三代头孢菌素，这对于新生这对于新生对于新生

儿治疗较为安全。还可以根据

血液、大�的�菌�养以及药敏、大�的�菌�养以及药敏大�的�菌�养以及药敏

试验的结果，制造临床抗菌药

物来进行治疗。对于病情较为

严重、出现休克的患者，应当给

予及时的抗休克治疗，如快速输

注平衡盐溶液，还可以用血浆

以及低分子右旋糖酐等来治疗。

 

新生儿呼吸急促怎么办
文 / 何瓜绵（湖南省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 

新生儿呼吸困难大部

分是由呼吸系统疾病

引起的，要明确引起

呼吸困难的病因是什

么，建 议 立即

进行胸部 X 线

检查，这样可以明

确呼吸系统的

疾病，如湿肺、

肺炎、气漏、胸腔积

液、肺发育不良等，在胸部 X

线片上的特征性表现。如果胸

部 X 线不能明确诊断，胸部 CT

则是进一�检查��，同时可是进一�检查��，同时可

进行血气分析，它也是呼吸困难

的重要检测��。如果出现呼

吸困难并且伴有皮肤��，则皮肤��，则��，则

需要给予吸氧治疗。如果吸氧

也不能够�解呼吸困难，就需

要进一�确定是否存在先天性

心脏疾病、心源性呼吸困难等等

情况，这应��心脏超声检查。，这应��心脏超声检查。

如果伴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疾病的症状的症状

及体征的，新生儿

应�在病情稳定

后，在保持适当

的通气和氧合

的情况下，进

一�检查头部

核磁、颅脑超声，

以明确是否存在

中枢性呼吸困难

的病因。

长沙男子张平连续熬了 5了 55

个通宵看球，不仅使自己的健

康状况亮起了红灯，而且影响

了家人的��生�。��子�生�。��子�。��子�

玲�������他天天熬�看球，�������他天天熬�看球，���他天天熬�看球，

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不�，还

让我和儿子晚上也睡不�，再

这么搞下去我们都要疯了！”

熬�看球的还有邵阳球迷

彭强����。�平时我有������。�平时我有��。�平时我有��

宵的习惯，看球时更喜欢�宵

搭配啤酒助兴，�最��天肠，�最��天肠�最��天肠

胃有点受不了了，一天要上�

多���。”彭强���日�����。”彭强���日��

/ 凤网记者，上一届世界杯他就他就就

因为熬�喝酒导致胃穿孔住�，

当时就下决心再也不熬�了，

��年世界杯比赛一开始又挡

不住诱惑了。

�他们这都是典型的‘世界

杯综合征’。”11 月 29 日，长

沙市第四��全��学�主任、

主任�师沙莎���日�� /凤

网记者，�世界杯综合征”是个，�世界杯综合征”是个�世界杯综合征”是个

俗称，并不是�范的�学�词，

它反映的是由于连续熬�看球

而导致的一系列不适症状的综

合表现，涉及神经、消�、心

脑血管等系统。

数据显示，以往历届世界

杯期间，全国各地��接收的

心血管、胃肠道、呼吸道和脑

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因此，�年有些��在世界杯

期间专门开设了�世界杯综合

征”门诊。

沙莎表示，一些球迷看世

界杯足球赛时，表现得异�兴

奋，情�波动大，容易出现血

压迅速升高等现象。此�，球

迷普遍熬�看比赛，且多喜欢

边看比赛边��宵、喝啤酒，

容易出现过度疲劳、焦虑、失眠、

内脏功能紊乱、急性胃肠炎等

症状或疾病。而�世界杯综合征”

门诊的设立，有助于球迷因看

球出现健康问题后，快速找�

对应门诊进行诊疗。

�没必要熬�看球。”沙莎

��记者，熬�对于心血管是较

大的负担。熬�和亢奋的情�，

都会导致激素水平升高，血液

粘滞度提升。

据 2021年一��国��显2021年一��国��显

示，在 2014 年足球世界杯期间，

因为急性心梗而住�的人数较

之前要升高 4%。而��的一�而��的一���的一�

��也显示，每�足球世界杯

举行时，心梗人数增加约 9%。

因此，沙莎呼吁广大球迷�

要心动不要心痛！挑灯�看世界看世界世界

杯时，谨防各种心血管急症如心

绞痛、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

等各类心脏疾病。尤�要注意要注意

的是，中�年球迷在观赛时，要中�年球迷在观赛时，要

控制�看球时的情�，重视控

制血压、血糖、血脂，不要因为

观赛而忘记�药。

�球赛期间，不少球迷特别

钟情‘足球+ 酒’的熬�套餐。”

沙莎表示，诸如此类的�熬�套

餐”不仅会加剧肠胃压力，对身

体更是重负，�确的�法是�如

果睡前感�饥饿，可少量进食�

宵，需避开方��、�片等�食，开方��、�片等�食，方��、�片等�食，

以及饼干、蛋糕等甜食，可以选

择全谷类食物、蛋奶类和蔬菜、

水果等低能量、饱腹感强的食物。

�足球世界杯比赛将持续一

个月，莫�熬�这么久，就算是

连续�天高强度观看比赛，视疲

劳、干眼症等各类眼病也会��也会��会��

来袭。”沙莎�，在黑暗或弱光

环境下盯着�机、电脑或电视熬

�看球赛，极易对眼睛造成伤害，

还可能造成对视网膜的损伤，严

重者会严重影响视力。

为此，沙莎给出了一些看球

�建议�看球��不能关灯，也�看球��不能关灯，也看球��不能关灯，也

不要把灯光调太暗。�可能调

整电子产品的对比度，或在离屏

幕稍远一点的地方开着灯，房间

亮度要柔和些，减少环境与屏

幕的差距才能起�保护眼睛的的

作用。需要提醒的是，�期眼

睛�过�视�术、患有眼底疾

病的朋友，一定不要长时间用眼，

并避免使用�机平板等�距离

用眼。同时，熬�看球后，要通

过充足的睡眠让眼睛休息。如

果眼部不适症状严重，通过上

述办法仍没有�解，则应及时

�专业的眼��疗机构进行检

查，寻求眼��生的帮助。 

看球，要心动不要心痛

“世界杯综合征”随着世界杯来了

熬夜看球不可取，谨防健康亮“红牌”。  图片来源：健康时报

丈夫熬夜看球，引发“世界杯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