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自测题

“ 吱吱吱”耳鸣像过电般频袭年轻人
专家提醒：工作压力过大也会引起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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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看看你的胃还好吗
您是否有过胃部反酸感觉？
从不：0分；1~2次/月：4分；1~2次

/周：8分；3~5次/周：12分；6次以上/
周：16分

您是否有过上腹部疼痛或感到
上腹部不适？

从不：0分；1~2次/月：2分；1~2次
/周：4分；3~5次/周：6分；6次以上/
周：8分

您有无腹胀现象？
无：0分；1~2次/月：2分；1~2次/

周：4分；3~5次/周：6分；6次以上/周：
8分

您是否经常感到心窝部有烧灼
不适的感觉？

无：0分；1~2次/月：4分；1~2次/
周：8分；3~5次/周：12分；6次以上/
周：16分

是否有咽喉炎，每年发作频率？
从不：0分；偶尔：2分；经常：4分；

长期：6分
您的慢性咳嗽经药物治疗后是

否有所缓解？
疗效很好（ 或无咽喉炎）：0分；

尚可：2分；一般：4分；差：6分
您有胃部气体不顺而后反升的

现象吗？这种气体常伴有不消化的
异味和一定闷浊的声音。医生称为
嗳气。

无：0分；1~2次/月：2分；1~2次/
周：4分；3~5次/周：6分；6次以上/周：
8分

您是否抽烟？
从不：0分；偶尔：2分；经常：4分；

长期：6分
您是否饮酒？
从不：0分；偶尔：2分；经常：4分；

长期：6分
您是否经常三餐不规律？
非常规律：0分；比较规律：2分；

不太规律：4分；通常不规律：6分
胃部感到不适时，您会怎么做？
根据医生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

胃药：0分；不采取特别措施，但会比
较注意良好的护胃习惯：2分；有自己
的秘方，比如用一些食疗的方法，严
重了再吃药：4分；随便吃药或不管
它，习惯了：6分

您是否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1次/1年：0分；1次/2年：2分；1次

/3年：4分；1次/3年以上：6分

分数评定及相应结果

0~8分：恭喜！您的胃基本健康。
您的胃酸指数为：1级。您的胃酸

不多不少刚刚好。惟一的建议就是保
持良好的护胃习惯。

10~28分：小心！您的胃有点小麻
烦了。

您的胃酸指数为：2级。您的胃酸
多了点，但还在生理性泛酸范围之
内。生理性泛酸不需要特殊治疗，只
要消除诱发的因素即可解决。从今天
开始，您要采取戒烟、节制饮酒、避免
暴饮暴食等积极措施，否则您的胃会
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0分以上：您的胃让人担心啊。
您的胃酸指数为：3级。您的胃酸

明显过多，属于病理性泛酸。病理性
泛酸除了要寻找病因外，请照医生指
示服用制酸的药物，以抑制胃酸分泌
过多，从而促使胃肠功能趋于正常。
同时也请培养良好的护胃习惯，以配
合治疗。最好立即去医院看医生，千
万别再大意。 记者 陈臻

与外界噪音相比，如影随形的耳鸣更让人抓狂。“ 吱吱吱”，耳朵老是像过电一样，
市民小李最近就遭到了耳鸣的骚扰。让小李不解的是，耳鸣明明是老年人得的病吗，为
什么年纪轻轻就患了耳鸣呢？昨天，上海曙光医院东院针灸科沈卫东主任走进本报的
白领“ Doctor”热线时表示，导致耳鸣发生的因素可归纳为听觉器官疾病因素和非听
觉器官疾病因素，其中听觉器官疾病是主要因素，但是和年轻人工作压力过大、不良的
生活习惯等都有关系。他建议，患者出现耳鸣症状时，最好及时就诊，以防耳鸣现象更
加严重化。

本报记者 顾金华

耳鸣者，小心身患疾病
半年前，张先生开始感到自己

听力逐渐变差。20多天前，耳鸣症状
越来越重，不仅白天热闹时听不清
旁人说话，入夜后周围一片安静耳
内却嗡嗡作响，吵得他无法入睡。近
日被耳鸣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他到医
院就诊，医生为其进行听力检查后
发现他高频听力下降，询问病史后
得知他患糖尿病十多年，但平时并
不怎么控制饮食，用药也不规律，血
糖一直控制不佳，告诉他这是糖尿
病引起的耳鸣，再不规范治疗还可
能失聪。

沈卫东告诉记者，耳鸣症状较
常见，在他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的
人都或轻或重有着耳鸣现象。近年
来，耳鸣发病正向年轻化趋势发展，
中青年人尤其白领人群耳鸣的发生
率明显增加，到医院就诊的耳鸣患
者中年轻人见多。

耳鸣，是指在无任何外界相应
声源或电刺激时耳内或头部产生异
常声响的感觉，即患者自觉耳内或
颅内有蝉鸣声、嗡嗡声、嘶嘶声等。
正常人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耳鸣现
象发生，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生理性
耳鸣。比如用手捂住耳朵、或者侧卧
位耳朵接触枕头时，就能听到耳朵
里嗡嗡作响。一松手或一翻身，耳鸣
就没有了。这种短暂的生理性耳鸣
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但是因疾病
引起，包括原因不明的耳鸣，持续不
缓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沈卫东解释说，耳鸣是发生于
听觉系统的一种错觉，是—种症状
而不是疾病。耳鸣可发生于多种疾
病，几乎任何可引起耳疾的原因都
可导致耳鸣症状出现。也许可能仅
由于一小片耵聍（ 耳屎）接触到鼓
膜而引起耳鸣，但也可能是由于—
个位于听神经的肿瘤而导致。其他
如耳硬化症（ 一种发生于中耳听小
骨的疾病）、耳毒性药物中毒、噪声
等等均可引起不同程度的耳鸣。而
张先生的耳鸣则是糖尿病及高血压
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信号。

由于严重的耳鸣会影响患者正
常的工作、生活和睡眠，还会恶化人
际关系。据调查，许多患者的脾气变
得暴躁、孤僻或怪异，就是因为耳鸣
和听力下降所致。此外，耳鸣可“ 报

告”高血压、糖尿病等某些全身性疾
病，也可为耳聋的先兆，所以出现耳
鸣应尽早找正规医院专科医生就诊
检查。若确诊耳鸣为疾病所致，还需
根据具体疾病进行综合治疗，越早
诊治疗效越佳。

天天戴MP3震出“ 耳背”
今年22岁的秦林酷爱音乐，终

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戴着耳
机听音乐尤其重金属摇滚乐，经常
连睡觉了都忘记摘耳机。前不久，他
感觉两耳边不停地嗡嗡响，有时还
会感觉头晕目眩，夜里嗡嗡声更突
出，吵得他睡眠质量极差。大家都觉
得秦林变得不爱搭理人，经常大声
喊他却听不见。

“ 一般意义上，耳鸣现象就是感
觉周围有噪音，耳朵一直嗡嗡响，这
叫噪音性耳鸣。”沈卫东介绍，耳朵
长时间接触噪音或听音乐，极容易
出现耳鸣症状。有很多耳鸣病人是
因为长时间接触噪音，比如通讯单
位的接线员、工厂工人，但多数人
是听音乐造成的，又以年轻人居
多。“ 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之余都
会听音乐放松，或者去震耳欲聋的
酒吧消遣，时间长了，就容易发生耳
鸣症状。”

沈卫东告诉记者，用耳机听音
乐时，耳朵处于封闭状态，所以声波
尤能引起鼓膜的大幅度、频繁震动。
秦林的耳鸣和头晕目眩是由于鼓膜
和内耳过度劳累，人体平衡感遭到
破坏。另外，长时间接触摇滚等高
分贝声音，会使人对高音的反应能
力下降，造成听力损伤。噪声能引
发的感觉神经听力损伤发生在内
耳，当高能量声波振荡耳蜗内的液
体时，会过度刺激并引起耳蜗毛细
胞凋亡。当负责接听某一频段声音
的毛细胞受损后，该频段声音就听
不见了。

对此，沈卫东提醒，要有健康的
耳朵保护意识，尽量避免大音量、长
时间戴着耳机听音乐，连续收听时
间不宜超过一小时，最好中途休息
片刻再听。少听对听觉刺激大的音
乐，减少在声音嘈杂的娱乐场所内
的停留时间。睡觉时不要听音乐，以
免受睡觉姿势影响通过枕头对耳塞
施压，从而对耳膜造成物理损害，而
且听着音乐睡觉，耳朵处于休眠状

态，损害更加明显，可造成神经性耳
聋。常做耳保健操。

工作压力过大也会诱发耳鸣
31岁的王小姐已经是一家外企

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对于她而言加
班则是家常便饭。很疲劳时耳朵便
会嗡嗡作响，不过不久症状可自行
消失，她也就没放在心上。前段时间
公司进入忙季，她开始连续加班。上
周末，她又加班到深夜，因喝了咖啡
提神，回到家后久久无法入睡。起床
后她忽然感到耳朵里出现如蝉鸣般
的持续耳鸣声，到医院检查后医生
诊断她为突发性高调耳鸣。

沈卫东说，工作压力过大、睡眠
少、应酬多、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
状态也会影响听力、诱发耳鸣。有生
气、忧郁、悲伤尤其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以及因疲劳、饮酒、失眠、妊
娠和环境气压温度改变等导致的情
绪不稳定的人群中，耳鸣症状常十
分严重。同时，持续的耳鸣又会加重
这些负面或不稳定情绪，形成恶性
循环。

因此，改善工作和生活习惯是
缓解耳鸣的重要手段。如劳逸结
合：生活有规律，注意调整工作节
奏，避免过度劳累，特别是工作压
力大的人更要学会适当自我放松。
保证睡眠：尽量别熬夜，每天睡觉
前可用热水泡脚，以舒缓情绪、促
进睡眠。失眠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服
用一些镇静安神药。要学会调节情
绪，保持心情舒畅和稳定，遇事要
懂得控制情绪，不要暴怒狂喜。有
焦虑和抑郁症状者应在医生指导
下规范治疗。

为了尽量避免耳鸣的发生，要
养成以下五个良好的习惯：

1. 避免经常或者使用不干净
的指甲等掏耳朵，掏耳朵时如果
用 力 不 当 容 易 引 起 外 耳 道 损 伤 、
感染，导致 外 耳 道 疖 肿 、发 炎 、溃
烂，掏耳朵 时 ，稍 不 注 意 ，掏 耳 勺
还会伤及鼓膜或听小骨，造成鼓

膜穿孔，影响听力。
2.远离噪音，如远离或避免燃放

大型烟花爆竹；年轻人尽量少去嘈
杂的KTV或舞厅。

3.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避免经
常熬夜。

4.尽量不用或少用随身听，特别
是音量过大时噪音刺激很强，久用

后会造成噪声性耳聋。
5. 戒烟酒和咖啡因，这些可使

耳鸣加重。
另外，如果因耳 鸣 无 法 入 睡

时，试着打开收音机，听一段优美
的音乐，可以掩盖有害声音，听一
听“ 自然音”如潺潺流水声，也可
减轻耳鸣。

听“ 自然音”可减轻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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