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1000 万癫痫患者，儿童和青少年是癫

痫高发人群，约占患者总数的 2/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

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学系主任、教授姜玉武 4 月 1 日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悉，癫痫是最常见的儿童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目前我国

癫痫的整体患病率约为 7‰，其中 60％以上的患者发病于儿童

时期。“治疗儿童癫痫，要特别重视 4 至 5 岁语言发育期这段时

间，争取在此之前控制癫痫，给患儿赢得宝贵的语言发育机会。”

姜玉武说。

“目前，儿童癫痫的治疗手段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治疗方

法是最常见的药物治疗，这种治疗手段十分方便，而且对大多

数患者都有效。第二类治疗方法是手术，经过近 10 年的科普，

患儿家长对手术的优劣势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知。还有一些

服药不管用、手术也做不了的病人，他们就要采用第三种治疗方

法——非药物、非切除性手术的姑息治疗，比如生酮饮食治疗。”

姜玉武说。

“遗憾的是，目前儿童癫痫患者可选择的药物以及适合的剂

型都相对不足。”姜玉武呼吁，希望我国相关机构能开展更多儿

童癫痫方面的临床药物研究，研发出更多、更好的创新药物以及

适合儿童的特殊剂型。

“为尽可能减少药物对儿童产生的副作用，用药时要选择对

孩子认知、生长发育、精神情绪影响较小的药。此外，医生还需

要根据儿童不同发育时期特点及其体重，计算出更加精准的用

药量。”姜玉武指出。

除药物研发外，消除公众对癫痫患者的歧视，对于治疗该病

也尤为重要。那么，患有癫痫的儿童为什么会被歧视？在姜玉

武看来，这其实还是因为公众对此病缺乏了解。

“一些人觉得癫痫发病就像中了魔了一样，一定是因为沾染

了‘不好的东西’才会发病，甚至荒唐地认为癫痫会传染。其实，

癫痫不是传染病，该病患者也不会危害他人。相反，癫痫病人需

要社会更多的关爱，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比如，他们会因

为发病而意外受伤等，也会因为害怕被歧视而远离社会。”姜玉

武说。

最后姜玉武强调，大多数儿童癫痫患者都可以通过治疗控制

病情，一些患者甚至可被完全治愈。不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

要所有人共同努力，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好的疗效。

部分儿童癫痫可治愈

及早干预治疗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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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在如今这万物复苏的大好春光里，花丛树影

中，总不乏频频举起相机、手机的面孔。不过，不

是所有人都能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安心收下。

对于一些特殊的小伙伴，莫说进入花丛赏

花，只要进入花粉“射程”，就会一脸通红，皮肤

上红斑、丘疹“此起彼伏”；亦或者被花粉诱发鼻

炎、哮喘，出现打喷嚏、咳嗽、流鼻涕、流眼泪等

症状。

最近，中国天气网制作的“全国花粉过敏预警

地图”走红网络。这幅根据中国气象局 3月 25日 8

时数据制作的地图显示，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都处在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区域内，山西、陕西、

河南、江苏、湖北等省份过敏指数持续走高。而受

降雨影响的湖南、江西大部地区的花粉过敏指数

明显下降。免受花粉困扰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

三省、内蒙古以及西藏等地。

那么，花粉为何让人过敏？我们又该如何预

防、缓解过敏症状？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揭秘。

◎本报记者 金 凤

“全国花粉过敏预警地图”中处在预警区域的

江苏，最近过敏的人数正在增加。

“3 月 27 日我值班，一下来就来了 8 个面部

过敏的患者，基本都是女性。”3 月 29 日，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

肤科主治医生周林在门诊忙得不可开交，“每年

这个季节以及八九月份，面部过敏的患者都会

明显增多。”

资料显示，花粉是自然界中植物的雄性细胞，

因物种各不相同，其大小、形状、结构千差万别，绝

大多数以微米为单位计量。草长莺飞的春季，植

物开花散叶，花粉便在微风、蝴蝶、蜜蜂的助力下

飞散到空气中，让植物得以繁衍生息。

提起花粉过敏，不少人以为“这都是鲜花惹的

祸”，实则不然。

“花粉过敏原有三大类：一类是春季的树木花

粉，一类是春夏季的禾本科花粉，一类是秋季的杂

草花粉。”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中华

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程雷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植物花粉分为风媒花粉和虫媒花

粉。凡是开得鲜艳的、通过昆虫来授粉的花的花

粉，都是虫媒花粉，该类花粉一般不致敏。令人过

敏的是风媒花粉，它们可以随风飘散几公里甚至

十几公里。

相关专家表示，风媒花粉个头小，小到肉眼看

不见，很轻，数量也多。风一吹，花粉在空气中大

量飘浮，人接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敏。

花粉是空气中的“常客”。“春季树木花粉一般

从三四月份开始飘散，而后禾本科花粉上场，秋季

杂草花粉一般在八九月份出现，局部地区即便到

十一月份仍有花粉飘散。”程雷说。

这些“身份”不同的花粉，其来源也各异。

程雷介绍，就春季树木花粉来说，北方地区的

致敏花粉主要来自杨树、柳树、桦树、榛树，而南方

地区的致敏花粉则多来自杨树、柳树、柏树、松

树。而具体到南京市，乃至我国华东地区，其主要

的致敏花粉来自法国梧桐，它们一般从四月中旬

开始飘散花粉，会一直持续到五月上旬。春夏季

的禾本科花粉，主要是来自鸭茅等牧草。

“我国最常见的秋季致敏杂草花粉主要来自

蒿草、豚草、葎草，其中蒿草多见于黄河以北的北

方地区，南方地区也有，但相对较少。”程雷说。

过敏并非都是鲜花惹的祸

细看“全国花粉过敏预警地图”，各个地区的

花粉过敏指数不尽相同。造成各地过敏指数不同

的原因，除了各地致敏花粉来源植物分布不同外，

气候、气温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程雷表示，植物开花的时间主要与气温密切

相关。“比如说某年气温回暖比较晚，平均气温比

往年同期低超过 1摄氏度，此时花粉开始飘散的时

间就会比较晚，会比往年推迟 5 到 8 天，甚至推迟

环境因素加重花粉过敏症状

面对大自然这份略带挑战的馈赠，过敏人群

不必草木皆兵，但也要防患于未然。

程雷建议，要像关注天气预报一样关注花粉

传播的监测、预报信息，在花粉传播时，出门要戴

好口罩，最好是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以阻隔一

些颗粒较小的花粉。

“结膜炎患者，还要戴护目镜，一般的眼镜不

行，眼镜四周需要密封。”程雷说。

周林则建议，过敏人群出门还需戴帽子、穿

长袖外套，回家后衣服要及时洗，尽量不要放在

室外晾晒，门窗也要尽量少开。“大家还可以尝试

使用花粉阻隔剂，出门前将其涂在鼻腔里，可以

在鼻腔黏膜中形成保护膜，避免花粉与人体的肥

大细胞接触，诱发过敏。面部过敏患者还可以用

生理盐水湿敷面部，每次 15 分钟、早晚各一次。”

周林说。

周林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维生素 C、多锻炼身

体，以增强抵抗力。“门诊中，我们发现适当运动，

可以降低过敏症状的复发概率。”她说。

“预防为先、预防为主。”程雷表示，花粉过敏

患者还可以根据自己往年发病时间，在发病前的 2

至 3 周，提前开始吃相关药物或者使用鼻喷激素。

例如南京地区不少患者会在 4月 20日左右出现鼻

眼症状，那么在 4 月初到 4 月上旬这段时间，有需

要的过敏人群就要开始进行预防性治疗，以缓解

症状或者压制症状。

佩戴口罩、护目镜等可预防

植物花粉分为风媒花粉和虫媒花粉。凡是开得鲜艳的、通

过昆虫来授粉的花的花粉，都是虫媒花粉，该类花粉一般不致

敏。令人过敏的是风媒花粉，它们可以随风飘散几公里甚至十

几公里。

程雷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候任主
任委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乳胶枕头是近几年兴起的寝具“宠儿”，但面对五花八门的品

牌和广告，消费者应该如何科学选择？青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给出了一些选购技巧。

青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建议，消费者在选购乳胶枕

头时，不要盲目听信“纯天然”“泰国进口”等宣传，而应通过

“看、压、捏、闻”等方式来甄别产品优劣。乳胶枕头应无明显的

色差、裂缝、污染、杂质等，颜色为乳白色，或者米黄色，表面应

为哑光。如果枕头的颜色非常白，表面有油腻光泽，可能是添

加了着色剂。

同时，消费者可用手按压乳胶枕头来感受。弹性好的乳胶枕

头按压时反馈给手部的力量较大，按压后能迅速恢复到原来形状；

弹性差的乳胶枕头按压时疲软无力，形状恢复慢。

此外，如果消费者用手捏乳胶枕头，好的乳胶枕头应有明显弹

性，不易断裂；如果拉扯时感觉乳胶枕头没有弹性，并有撕裂倾向，

表明枕头质量不好。

青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还建议消费者贴近乳胶枕头闻

一闻。由天然乳胶制成的乳胶枕头有一股淡淡的橡胶味，但无刺

激性气味，如腥味、石油味、动物膻味和骚味等；如果乳胶枕头有明

显香味，表明枕头中可能添加了香精，以遮盖异味。

在使用乳胶枕头过程中，专家建议不能长期让重物压着乳胶

枕头，不要置其于潮湿环境，也不要暴晒。

一看二压三捏四闻

专家支招辨别优劣乳胶枕

如今，很多人无论何时，都要刷刷手机，不刷

就觉得不安；可只要一刷上就停不下来，刷完又后

悔什么也没干，但没过一会儿却又心痒难耐……

如果你也是如此，那么很不幸地告诉你，你很可能

已经“手机成瘾”了。

既然都上瘾了，那此人肯定非常喜欢玩手机

吧，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杜伦大学的研究人员

伊森·尼克拉斯和瓦兹利·迈克尔近期发表的一篇

论文则指出：那些天天刷手机的人，心底里可能并

不喜欢这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多巴胺的圈套：想要≠喜欢

在日常用语中，“想要”与“喜欢”有何区别

呢？试想，当一个人说自己喜欢一幅画时，可能

并不代表他想要买它，也许只是单纯在表达欣

赏和赞美。但如果他说他想要这幅画，那他的

意 思 就 是 想 拥 有 这 幅 画 ，其 中 包 含 了 占 有 之

意。所以，想要强调的是占有，而喜欢更多是表

达欣赏。

成瘾的一大特征，就是在成瘾者内心感受中，

想要的程度很高，但喜欢的程度却较低，甚至几乎

没有。那些沉迷于酒精和毒品的人，与其说他们

真心喜欢这些东西，不如说他们的大脑已经对该

类物质产生了依赖，这使他们常被“想要”的冲动

所驱使。而伊森·尼克拉斯和瓦兹利·迈克尔则认

为，可以用这一机制来解释手机成瘾现象。

当个体渴望达成某个目标（刷出新的短视频、

刷到更有意思的推文）时，人体大脑中的“奖赏回

路”就会被激活，刺激大脑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

以使人们处在兴奋且愉悦的状态。可这种愉悦

感，并不等同于努力实现目标后的成就感。这也

就解释了为何我们刷完手机后会倍感空虚——只

体验到了兴奋感，并无成就感。

每当我们刷微博或抖音时，大脑中都会有一

个期待：会不会出现新的消息或短视频，这就使奖

赏回路被激活，刺激人体持续产生多巴胺，从而使

我们变得兴奋，不停地把手机刷下去。可一旦把

手机放下，兴奋感稍一减退，人就会变得不安。为

了缓解焦虑，人们希望再次获得多巴胺，于是又点

开手机……周而复始之下，这就使奖赏系统变得

越发敏感，越来越容易被激活。从行为主义心理

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使人陷入了“刺激—愉

悦—愉悦强化—成瘾”的消极循环中。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如今人们容易玩手机上瘾，这一方面是由于

App 设计者深谙营销心理学，毕竟只有让使用者

“难以自拔”，才能获得更多商业利益；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反思自己，为何我们宁可沉迷在这份

虚幻的快感中，也不去做自己真正喜欢且有意义

的事？

这就不得不提到“空心病”。这是一种由于价

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其症状表现为：对生活

十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伴有强烈的孤

独感和无意义感。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

相对稳定；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一

些人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过去推崇的

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在信息化时代，借助短视频

等社交平台，一些人的观点被放大，让我们的生活

充斥着各种价值观，这就加剧了人们的价值选择

困难。

存在主义心理学很早就关注到现代人的这种

精神困境。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隆曾说：“现代

社会中，人类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在没有外在坐标

指引的情况下，找到生命的方向。”不过，一个人若

想要找到人生的方向、做有意义的事，那得先回答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而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

世界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所以，

也许人们对手机的沉溺，也是这种精神困境的一

种反映。

上瘾也可以很积极

现实主义疗法创始人威廉·格拉瑟认为，上瘾

行为本质上是人们为了缓解无法找到爱与价值所

带来的痛苦。上瘾者普遍在寻找人生价值的过程

中遭受到了挫折，转而寻求一种廉价的替代品。

不过，威廉·格拉瑟也指出，上瘾并不都是消

极的，也存在积极上瘾。想想那些每天练琴 16 个

小时的钢琴家、能风雨无阻跑几十公里的跑者以

及每天挥棒 600次的棒球运动员。威廉·格拉瑟认

为，光用意志力还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这种坚持，更

好的解释也许是：他们对每天进行的活动上瘾了，

以至于如果停止这项活动，他们会感到痛苦；一旦

恢复，痛苦会随之消失。

但与消极上瘾者不同，积极上瘾者并不为牺

牲的时间而感到后悔，反而认为这种投入很有价

值。他们不仅能从上瘾行为中获得精神力量，而

且能借助这些力量帮助自己更好地完成想要做

的事。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

到让自己积极上瘾的事呢？威廉·格拉瑟指出，形

成积极上瘾需要时间，而且无论参加哪种活动，积

极上瘾通常不会在 6个月内形成，你必须坚定地持

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坚持的结果也可能不尽

人意，因为并非所有尝试潜在积极上瘾活动（如冥

想、跑步等）的人都会形成积极上瘾。

换句话说，并不是你发现了什么事情有意义，

然后才选择坚持，而是只有当你坚持做某事一段

时间后，才可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意义，进而找到人

生的方向。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让你手机成瘾的不是App，而是缺乏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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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气温差异在 0.5 摄

氏度范围内，影响就不大。”程雷说。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加重花粉

过敏症状。”程雷说，近年来由于部分地区空气污

染，季节性花粉过敏症和常年性呼吸道过敏性疾

病的发病率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有些人甚至会

两种病叠加。

“总体来说，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在过去 20年间

的发病率增幅超过 100%，例如过敏性鼻炎、哮喘

的发病率上升很明显。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与基

因的相互作用，导致患该类疾病的人数增加。”程

雷说，此外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也会导致患过

敏性疾病的人数增加。

“如果花粉飘散的持续时间长，一些患者的

呼吸道过敏性症状可能会持续 1 至 3 个月，特别

是在花粉浓度高的那两三周，症状会非常严重。”

程雷说。

这些过敏体质的易感人群，如果再遇上“天

公”助力，那就更是苦不堪言。“如果遇到晴朗的大

风天，花粉会飘散得更快，过敏的人数就会更多。

过敏反应表现在面部，就是长红斑、丘疹，皮肤有

瘙痒感。”周林说。

花粉带来春天烦恼花粉带来春天烦恼
专家教你防护妙招专家教你防护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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