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安黄锋康恩医院招贤纳

士啦！

因工作需要，淳安黄锋康

恩医院现公开招聘临床、护理

等岗位人员若干名，要求身体

健康，品行端正，具有敬业精

神。

岗位具体信息如下：

临床医生：5名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执

业医师及以上职称，精神科专业

优先。

2.语言表达清晰、流畅、具

有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亲和

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团队协作精神。

护士：5名

任职要求：

1.具有护士证及以上职称，

年龄18-35岁之间，有工作经

验优先。

2.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敬业精神，做事认真负责，遵守

职业道德。

药剂师（士）:2名

任职要求：

1.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证书，

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

工作经验者优先。

2.吃苦耐劳，做事认真负

责，遵守职业道德，服从调配。

招 聘 热 线 ： 0571-

64898580，13706716431（俞先

生）

招贤纳士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3月22日-3月24日）

商子洪（身份证号码：33012719620413131X）遗失股金证一
本，证号：321951，账号：701000002811356，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0日

邓田会和胡有红所生婴儿邓梦之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遗失，出
生证编号：P330153957，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0日

章祥辉遗失杭州千岛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不动产统
一发票一张，发票代码：233001490145，发票号码：01143322，特此
声明。

2017年3月20日

遗失声明

姓名
徐建林*
郑成根
周利民
李 定
陈新红
徐仁斌
诸葛柽
黄健戈
童裳越
余威勇
黄早妹
占小平
黄恩铭
周京高
俞云文
徐慧群
洪小琴
陈春华
黄健戈
陈永伟*
杨剑辉*
王长华*
苏立众*
陈 波*
方晓红
徐风洲
蔡茂华
王学军
方旦元
黄健戈
范丽英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李涯松*
李亚清*
沃奇军*
罗晓明*
徐东燕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网址：www.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com
http://www.chunanhospital.com/联系电话：0571-65025822

专业
神经外科
心内科

消化内科
泌尿外科
感染科
儿 科
口腔科
中医科

消化内科
感染科
儿 科

肝胆胰外科
骨 科

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

眼科
神经内科
心内科
中医科

肛肠外科
肾内科
心内科

耳鼻喉科
神经内科
消化内科

儿 科
普外科

胃肠外科
骨科

中医科
妇产科

风湿免疫科
呼吸内科
泌尿外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职 称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停诊）
周三上午
周三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停诊）
周五上午
周五下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五上午

周六上午（停诊）
周六上午（停诊）

周六上午
周日上午
周日上午

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

在睡眠中度过的，充足的睡眠、均

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

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近日，记

者来到县一医院，邀请神经内科余

智医生为我们剖析，睡眠障碍和各

种慢性疾病之间密切的联系。

睡眠烦恼知多少

家住七星花园的牟某是一名

国企员工，最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

验收考核，连续一个多月的加班加

点后，逐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

白天头疼眼花，到了晚上整夜睡不

着觉，痛苦万分，前来求助余医生。

据了解，人们在有睡意时，上

床后30分钟不能入睡，一周有三

次，持续1个月以上的在临床上

可以诊断为失眠症。失眠持续不

足3周的，为短期性失眠，超过3

周的为长期性失眠。据余医生介

绍，失眠的原因很多，前者多见于

应激情况，如工作压力大、考生在

考试前、旅行时差、环境改变、大

喜大悲、女性经期、睡前饮用咖啡

或茶等；后者则与一些疾病有关，

如心理失衡、睡眠中肢体运动、呼

吸暂停综合征或其它疾病等。

“在平常的门诊中来看，每天

都有市民有失眠或睡眠障碍前来

咨询我们神经内科和精神科，许

多患者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方面问

题才来医院就诊，往往是伴随着

其它疾病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所以我们呼吁，睡眠的质量是

身体健康的反映之一，需要大家

重视起来。”余医生说。

可怕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司机老王，每天工作在8小

时以上，长久的坐姿加上不爱运

动，胡吃海塞下，已在不惑之年的

他身型肥胖，还伴有高血压等慢

性疾病。最让老王烦恼的不是本

人而是他的妻子，原因是他夜间

鼾声响亮，有时候呼噜呼噜几声

后有好几秒没了声响，过了好一

会儿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医生

在诊断后发现老王患的是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

据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是一种睡眠时候呼吸停止的睡

眠障碍。最常见的原因是上呼吸

道阻塞，经常以大声打鼾、身体抽

动或手臂甩动结束。睡眠呼吸暂

停伴有睡眠缺陷、白天打盹、疲

劳，以及心动过缓或心律失常和

脑电图觉醒状态。

余医生说，高达98%的睡眠

呼吸中止症病患会打鼾，通常还

合并有高血压、心肌梗塞、中风等

并发症。特别是40－60岁的男

性肥胖中老年人更常见。如果做

“多导呼吸睡眠监测”，可以观察

出，具体呼吸暂停的节点和次数。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危

害特别大，严重地妨碍了气体交

换，使人体长时间处于反复缺氧

状态，血氧饱和度偏低，日积月

累，会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如白天过度嗜睡，睡醒后口干舌

燥，严重者可引起高血压、冠心

病、脑血栓等疾病，已经成为脑梗

死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余医生

介绍说。

健康睡眠远离慢病

除了普通的失眠、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还有发作性睡病、不

安腿综合征等都属于睡眠障碍，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余医生说，“比如发作性睡

病，是不可抗拒的、原因不明的慢

性睡眠障碍，患病者虽想保持清

醒，但 1至 2分钟后立即入睡。

发作不择时间、地点及活动情况，

醒后头脑清晰，活动自如；再如不

安腿综合征，临床表现通常为夜

间睡眠时，双下肢出现不可言喻

的不适感，迫使患者不停地移动

下肢或下地行走，导致患者严重

的睡眠障碍。虽然这两种症状比

较罕见，但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正

常生活。”

据研究表明，睡眠时间的长

短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密

切关系，长期失眠可增加冠心病、

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乃至死亡的

风险。睡眠不足还可导致癌症患

病风险，增加睡眠障碍疾病等多

学科相关疾病，因此保证健康的

睡眠，是远离慢病的重要途径。

睡眠与健康息息相关

小男孩在大人的怀抱里酣睡。 记者 程贤高 摄

记者
··

周雅婷
···

睡眠是保证人体健康和恢复体力精力的必要途径，莎士比亚曾把睡眠比作是生命宴席上的“滋补品”。睡眠障碍疾病种类繁
多，其中多种睡眠障碍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病率的升高密切相关。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中国睡眠研究会
确定今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为“健康睡眠，远离慢病”，是时候该关注起我们的睡眠健康啦！

关注睡眠健康 远离慢病

五彩生活·特刊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波 电话：64831307 3

想要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除了管理好情绪，放松心情外，

外界的辅助有时候也能帮助我

们进入香甜的梦乡，下面几个

小诀窍，拿走不谢。

教您几招
轻松赶走失眠烦恼

黑暗的环境会促进大脑中

松果体产生褪黑激素，有研究

证明褪黑素能缩短睡前觉醒时

间和入睡时间，睡眠中觉醒次

数减少，浅睡眠阶段缩短，深睡

眠阶段延长，一定程度上有效

改善睡眠质量，并且有较强的

调整时差功能。用厚重的窗帘

隔绝外界光源，让睡觉有了最

舒适的环境，让人在不知不觉

中缓缓进入梦乡。

五、换个遮光窗帘：让褪黑激素尽情释放吧

1、牛奶。牛奶里面含有

两种催眠物质，一种是色氨酸，

一种是对生理功能具有调节作

用的肽类。这两种物质能让人

放松紧张的神经，通体舒适，解

除疲劳轻松进入睡眠；2、核
桃。核桃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滋

补食品，对治疗神经衰弱、失

眠、健忘、多梦等症状都有神奇

的功效，如果配上黑芝麻，捣成

糊状，睡前服用15克，效果尤

为明显；3、燕麦。燕麦片能诱

使褪黑素的产生从而帮助睡

眠，睡前可以煮一碗，配上蜂蜜

或是牛奶皆可，不仅味道很棒，

还能放松精神，粗粮还能促进

肠胃，真是一举三得！

一、助眠食物大集合：搞定你的胃

“有了这个中药枕头，晚上

很少失眠了，谢谢你们……”近

日，由县中医院制作的一款中

药安神枕，治疗和预防失眠疗

效显著，受到许多患者的喜

爱。县中医院医务科科长陈专

心介绍，一般人头颈部与枕头

接触时间大约有8个小时，这

是药枕发挥作用最大的时间优

势。“闻香治病”，通过呼吸道和

皮肤呼吸来治病，作用缓和而

持久，非常适合各类失眠困扰

的人群。想要有一个好睡眠，

伴随着悠悠药草香入睡，不妨

选购一个中药安神枕。

二、中药安神枕：安睡无忧

选一张好床，是健康睡眠

的前提之一，床无论过硬还是

过软都对健康睡眠不利。如床

过软，会增加人体腰椎的正常

生理弯曲度，使人体脊柱发生

变形，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选择

稍硬的床垫。过硬的床则会让

腰部悬空，增加人的疲劳感，中

老年人最好选择硬度适中或稍

微偏软的。

三、一张好床：轻松入眠

研究结果显示，睡前聆听

舒缓音乐有助于缓解焦虑增加

深沉睡眠的时间，尤其是对于

需要较长入睡时间的失眠者有

较大帮助。舒缓音乐可以选择

钢琴演奏，钢琴曲速度缓慢、无

强烈节奏音色、旋律圆滑舒畅。

四、打开音乐播放器：舒缓音乐有助睡眠

睡眠如此重要，但到底该睡

多久才合适？答案因人而异。美

国全国睡眠基金会最新版的睡眠

指南，针对不同年龄层给出了不

同的睡眠指导建议：

出生至3个月龄的小婴儿，

每天主要任务就是睡，需要长达

14至 17小时的睡眠。1岁至2

岁的幼儿每天需要11至14小时

睡眠。6岁到13岁的学龄儿童，

建议每日保持9到11小时睡眠。

14岁至17岁的青少年每天

应当睡8至 10 小时，处于青春

期的人需要更多睡眠。但即便

如此，一天超过11小时的睡眠

时间也会对健康不利。总之，

不管是婴幼儿还是青少年，都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因为生长

激素的分泌是在熟睡阶段，所

以想要长得高，睡眠时间和质

量就必须要保证。

对于18岁至64岁的成年人

来说，每天7至9小时的睡眠最

佳，6小时或10小时也行，但少于

6小时或多于10小时都不推荐。

而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

新指南提供了7至8小时的睡眠

时长建议。有些老年人只睡5小

时，通常他们起得很早，但白天一

直在犯困。在这里，余医生提醒

说：“有些人的睡眠时间虽然长期

低于建议睡眠时长，但他们却拥

有更高质量的睡眠。个体差异的

确存在，衡量睡眠是否充足的一

个标准就是看第二天你是否感觉

疲劳尽消，是否精力充沛。”

睡多睡少
有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