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一：做梦表示没睡好吗？

人在正常睡眠时都会做梦， 可能有些人起床后会忘

记自己做的梦，而有些人还会记得自己的梦境。实际上做

梦是一种特殊睡眠形式，按正常人的生理意义来说，做梦

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成年人来讲，做梦的睡眠和神

经恢复情况、强化记忆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起床

后，感觉精神不好，可能会有睡眠障碍；如果起床后神清

气爽，不乏力，即便晚上经常做梦，也没有问题。

提示二：春季，中老年人如何白天不犯困？

我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

节，所以别让自己犯“春困”。 其实春困并不是病态，它只

是人体生理机能随着自然界气候变化而出现的一种生

理现象。“春困”与人体蛋白质缺少、机体处于偏酸环境

和维生素摄入不足有关， 因此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

适当增加鱼类、鸡蛋、牛奶、豆制品、猪肝、鸡肉、花生等

食物的摄入；更多的是要加强锻炼，增加户外活动，多做

些深呼吸，给大脑提供新鲜充足的氧气。

2011年 3月 21日 星期一

0 4

编辑 /白瑞 TEL：0392-2189939� E-mail:bairui20@126.com

关注世界睡眠日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老年人睡眠不好？

市第一人民医院（山城区）神经内科住院医师罗西

凯认为， 中老年人正常的睡眠时间为 6 到 8 个小时，造

成中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分为

生理和心理原因两大类，生理原因是指各种疾病导致的

入睡困难，中老年人的身体处于下坡期，各种疾病的出

现是导致睡眠质量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同时中老年女性

处于更年期时生理激素下降，也会导致入睡困难，这也

是导致中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心

理原因，主要是指压力大，包括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

中老年人一般都上有老下有小，既要忙好工作，还要照

顾好子女，生活压力比较大，因此生活压力过大也会导

致中老年人睡眠质量下降。

睡眠不好又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罗西凯分析，睡

眠不好造成的危害主要是精神不好， 心理上有疲劳感，

脾气不好，易怒。 经常睡眠不好，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

一定的影响。 睡眠中还有一种病例，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 这种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导致上呼吸道阻塞，

睡眠时有呼吸暂停，伴有缺氧、打鼾、白天嗜睡等症状，

该病多发于肥胖者、老年人。

谈到促进睡眠的方法时，罗西凯指出，睡眠不好的

时候，最好不要急于依靠药物来促进睡眠，因为这种药

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且容易使人产生依赖

性。 促进睡眠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自我催眠，失眠之后愈

担心到夜晚就愈难入睡，要尽量放松身体，舒缓自己的

心情，通过心理暗示来缓解焦虑的心理，从而慢慢入睡；

其次是要使生活起居规律化，养成定时入寝与定时起床

的习惯，从而建立自己的生理时钟。

昨晚，你睡好了吗？

□晨报记者 张小娜 王帅 /文 张志嵩 /图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题为“关注中、老年人睡眠”。在世界睡眠日来临之前，记者

随机采访了我市 4 0 位中老年市民，对他们的睡眠情况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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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占据着我们生命时间的三分之一， 充足

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以及适当的运动， 是国际社

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睡眠对于人的健康至关

重要，但人们对睡眠的重要性普遍缺乏认识。

中老年人群指年龄为 40 岁至 60 岁的成人，

该群体承受着社会及家庭等诸方面的工作和精神

压力，是睡眠障碍的高罹患群体。

记者搜集了两个睡眠障碍的典型案例， 并请

专家进行分析。 针对哪些原因容易导致该年龄段

人群的睡眠质量不好， 睡眠不好容易造成什么危

害， 怎样才能够帮助中老年人克服睡眠障碍等问

题，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城区）神经内科医生

罗西凯进行了解答。

3 月 18 日、19 日， 记者在山城区和新区随机

采访了 40 位中老年人，其中 40 岁至 50 岁的市民

有 20位，50岁至 60岁的市民有 20位。 40位受访

者男女有别、工作性质有别，但调查结果显示，有

一半受访者存在睡眠质量问题。 相比 40 岁至 50

岁的受访者来说，在 50 岁至 60 岁的受访者中，存

在睡眠问题的人数比例上升了 15%。

记者分析后发现， 在 40 岁 ~50 岁之间的 20

位受访者中， 对自己的睡眠质量满意的有 11 位，

占该年龄段人数的 55%， 他们睡眠的时间都比较

充足，基本上能够做到自然醒，而且睡眠质量比较

好；其中 9 位受访者对自己的睡眠状况不太满意，

占该年龄段人数的 45%， 这中间有一位受访者由

于每天忙于生意， 还要给孩子做饭， 长期睡眠不

足，每天只能睡 5 个多小时，而剩下 8 位市民虽然

睡觉时间比较长，但常常多梦，睡眠比较轻，易醒，

醒了之后睡不着，从而出现白天容易犯困、乏力、

精神不好、头晕等症状。

与处于 40 岁 ~50 岁的受访者睡眠质量不高

的人数相比， 在 50 岁至 60 岁的 20 位受访者中，

对睡眠状况不满意的人数比例有所抬升， 其中有

12位受访者睡眠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占该年龄

段总人数的 60%，主要包括晚上入睡困难、觉轻而

易被惊醒、醒后难入眠等现象。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包括精神压力比较大，操心比较多，还有就

是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在这一部分人群中，有几位

受访者表示前些年睡眠质量比较好， 但随着年龄

增长，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差的情况。 睡眠不好的受

访者反映，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会不集中，注意

力易分散，还会出现头晕、乏力、浑身酸痛等症状。

在 50 岁至 60 岁的受访者中， 有 8 位受访者表示

自己的睡眠质量良好，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 40%，

他们均表示晚上能够熟睡，白天的精神也很好。

在受访者中， 记者挑选了两

个症状比较突出的案例请医生进

行了分析。

症状一：睡眠时间充足，但常多梦

易醒、醒后不眠

山城区的郭女士今年 52 岁，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半夜突然

醒来，醒后又不眠，特别是最近几

年， 晚上睡眠质量明显较过去差

很多。郭女士家在农村，农闲时她

通常会晚上八九点钟上床睡觉。

郭女士说，几乎天天都要做梦，有

时候凌晨三四点就自然醒来，大

脑却异常清醒，也没想什么心事；

虽然很困乏，但就是睡不着。郭女

士告诉记者， 半夜睡不着时躺在

床上也很烦躁， 她干脆起床喝口

水、扫扫地，甚至洗衣服，直到有

了睡意， 赶紧趁着这股困劲儿上

床睡觉。 失眠虽然不像病痛那样

给她带来强烈的刺激， 但郭女士

感觉身体抵抗力有所下降， 这让

她很苦恼。女儿说她到了更年期，

失眠也属正常现象，让她放宽心，

别胡思乱想就行了。 医生建议她

服用滋阴清热、 养心安神的中成

药百乐眠胶囊。一个疗程下来，郭

女士感觉治疗效果一般， 于是就

停止服用了， 主要是害怕服药成

瘾，产生依赖性。

家在鹤山区、今年 48 岁的程

女士也遇到了相似的症状， 晚上

常常多梦易醒、醒后便睡不着，虽

然躺在床上八九个小时， 但真正

入眠时间也就四五个小时。 晚上

睡眠质量不高， 白天头脑昏昏沉

沉，影响了她正常的工作。

医生解析： 睡眠时间长并不

代表睡眠质量好， 人的深度睡眠

也就 15 分钟 ~20 分钟，这段时间

是补充白天能量消耗、 机体恢复

正常状态的一个关键时期， 如果

没有达到深度睡眠， 第二天起床

就会感觉乏力、头脑昏沉；而其他

睡眠时间， 人都是处于半睡眠状

态，睡眠轻，容易被外界打扰。 关

于半夜经常醒来， 要看是器质性

病变还是精神性病变引起的，需

要对症下药；在器质性病变中，心

脏病病人发病容易导致睡眠不

好， 糖尿病病人睡觉出现突然醒

来、心慌的现象，冠心病患者睡觉

易闷气， 有这些症状的患者要去

看医生。 另外，睡前喝水多的话，

起夜多，也易导致半夜醒来。

像郭女士晚上八九点钟睡

觉，凌晨三四点自然醒来，说明她

有效睡眠时间已经很充足。 如果

她想一觉睡到天亮， 她可以选择

晚些睡觉，最好在晚上 11 点左右

上床休息。 调节好休息时间，其实

不需要吃有助于睡眠的药品。

症状二：睡得晚醒得早，爱打呼噜

48岁的李先生在淇滨区政府

某部门工作，他告诉记者，他晚上

爱看电视，通常过了午夜 12 点才

睡觉，早的话也睡不着，早晨 7 点

会准时起床， 这种作息习惯已经

很多年了。 李先生的睡眠时间不

到 7 个小时，质量也不高，晚上还

爱打呼噜， 经常凌晨四五点要醒

一次。 李先生的女儿说，父亲平时

工作比较忙，回家还不好好休息，

睡不着觉也是在为她工作的事情

担心。 李先生虽然晚上睡眠质量

不高， 但中午还有一个小时午休

的补觉时间， 所以白天工作他还

是很精神的。

医生解析： 李先生休息有些

过晚了， 肯定影响第二天工作质

量，长期下去对身体也是种损耗。

医生建议李先生最好在晚上 11

点前躺到床上休息，在晚上 11 点

~凌晨 1点能进入睡眠状态。晚上

睡觉爱打呼噜不容忽视， 由于反

复的睡眠打鼾， 他的睡眠质量很

差，很难进入到深睡眠。 另外，打

呼噜如果同时伴有呼吸暂停，就

会出现缺氧、 口干舌燥、 食管反

流、泛酸等现象，严重的话会影响

到心脏。 李先生午睡的习惯很好，

值得提倡。

案例分析：

经常睡眠不好，影响工作生活

现状分析：

一半受访者睡眠质量不好

医生建议：

促进睡眠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催眠

核心提示

睡眠小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