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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半个月了 娃的
“开学综合征”
消停没？
“开学”
是怎么勾起
“综合征”
的？
“开学综合征”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
语，
一般来说，
“开学综合征”
指的是从长期休假状态转
入开学状态时导致的对难以适应学校生活产生的焦虑
和恐惧、
学习适应不良、
人际交往困难、
升学压力等不良
情绪和行为的唤醒。它的主要症状是情绪低落、
无缘无
故发脾气、
浑身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失眠
等，
有的还伴有头痛、
胃痛等躯体不适症状。那为什么
会出现
“开学综合征”
呢？
后疫情时代的潜在影响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
虽然目前在国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但对全民所产生的
心理影响仍在持续，
尤其是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薄弱的大
中小学生。对疫情的担忧、
恐惧、
焦虑，
对身心症状的过
度反应会在孩子身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学习适应的困难所致 假期的生活是散漫的、
相对
自由和轻松的，
而步入学校后，
面对新的课程内容，
新的
学习生活节奏，
孩子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的，
而不同的孩子适应的能力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一部分
孩子会出现适应上的困难。
对电子产品依赖产生的
“戒断反应”孩子在校不允
许带手机，
一旦放假，
就会疯狂地沉迷于手机、
电脑等电
子产品中，
玩游戏、
看剧、
看小说、
交友聊天等等。历经
两个月的
“放纵”
之后，
重新回到学校，
脱离手机、
电脑等
电子产品，
孩子们可能会因为缺乏持续的外部刺激而感
到无趣，
出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积极性不高，
情绪
低落等情况，
有的孩子甚至会产生厌学情绪。
处于特殊求学阶段的压力所致 孩子们在每个阶段
都会面临不同的压力，
尤其是毕业年级的学生会面临更大
的压力。中小学生会面临小升初、
中考、
高考等学业压力，

大学生则会面临升学或毕业找工作
的压力。在这些特殊的阶段，
学生们
可能会因为过大的心理压力产生紧
张、
焦虑等心理反应，
严重的甚至会
出现适应障碍。

激发原动力 对抗
“综合征”
孩子们要如何去应对
“开学综合
征”
呢？以下这些建议可能会有帮助：
调整作息 早睡早起 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 假期在家的你是否
是熬夜玩手机、
看电视，
一觉睡到大
中午呢？开学了就要尽快从“猫头
鹰”调整成“百灵鸟”哦。最好的方
法是给自己定个时间计划表，按上
学的时间起床，晚上不要熬夜。同
时在整天的计划上按上课的时间加
入学习的任务、
运动时间、
读书时间
等。这样会更快地帮助你进入到上
学的作息。
改善学习方法 或许你之前也
为自己的学习方法而烦忧，或许你
觉得自己也很努力但是学习成绩一
直不理想，那你可能需要在学习方
法上面进行一些改进。适合每个人
的学习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有
几个重要的点还是需要注意的：
课前预习，
上课集中注意力听讲，

距离新学期的开启已经过
了 半 个 月 了 ，离 开 舒 适 温 暖 的
家，
“ 放飞自我”的生活环境，这
个时候您有没有观察过娃儿们
的状态如何？是充满期待还是
闷闷不乐，充满抗拒？有的孩子
甚至出现身体不适，疲劳、失眠、
头疼、胃痛……可不要简单地认
为这是换季闹病，我们把一些孩
子在开学之后出现的一系列身
心症状俗称为“开学综合征”。
今天心理专家就来跟大家分享
下如何避免和减轻孩子的“开学
综合征”
。

课后进行必要的整理，积极思考，
善于提问。
注意情绪调节 刚开学的你，
或许因为假期作业没有做完怕受
到批评而担心，
或许你即将进入到
一个新的学校或者班级而感到焦
虑，
抑或自己本来在学校就有不好
的经历或者情绪问题基础，
再次回
归到学校而感到害怕等负面情
绪。此时的你不要害怕，
首先要知
道在开学这个过渡时期，
出现的诸
如忐忑、焦虑、害怕等负面情绪都
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运用一
些方法来让自己尽快地适应，
尽快
地从负面情绪当中走出来。
可以试一试：
（1）调整好心态，积极的心理
暗示：你可能遇到了各种挫折，此
时积极的心态很重要，
要知道我们
很难改变环境，
我们能做的就是以
正确的心态面对。看问题切忌钻
牛角尖，换个角度想，可能就会发
现事情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糟。
同时也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些积极
的心理暗示，
告诉自己
“我相信
自己，我可以很好地应对现在
遇到的困难”
。
（2）主动与他人交流，
合理的宣泄：
无论开学的时

候你是否步入一个新的环境，积极主动与班级同学交
往，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对自己学习及生活
的积极支持。把自己面临的问题、
压力与朋友交流，
或
许他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问题并没
有那么严重或朋友已经给了你很好的启发。
同时也可以运用一些宣泄的办法，比如大声的朗
读、
进行适当的运动。如果出现了你和你的家人都解决
不了的心理或精神问题，
要记得求助专业的精神、
心理
人员。

让孩子上学更顺当 家长先
“稳住”
调整
“开学综合征”
需要孩子自己、
家长共同努力。
家长可以试试一下方法：
（1）引导孩子制定学期目标和计划 在开学初期，
家
长可以与孩子一起讨论，
如何为新的学期制定一个合理
的目标和计划，
目标一定要切实可行，
这样的目标才能
起到激励的作用，
否则不仅不会起作用，
反而给孩子增
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2）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当孩子面临
“开学综合
征”
，
向家长进行倾诉时，
家长应坐下来与孩子进行耐心
的沟通，
允许孩子表达出内心的情绪和压力，
对孩子表
达倾听和理解。如果家长采用责备、
命令、
说教的方式
与孩子进行沟通，
孩子接收到的也更多是家长不接纳的
信号，
可能还会引发亲子冲突，
甚至导致孩子出现极端
行为。
（3）保持自身良好的情绪，避免将焦虑传递给孩
子 很多家长在与孩子进行沟通时，
孩子还没有急，
自己
先急了，
结果可能一拍两散，
引发冲突。所以，
在与孩子
沟通时，
家长首先要控制
好自身的情绪，
同时家长
也要有意识地对自己的
情绪有所觉察，
避免将焦
虑传递给孩子。
文/施道明
孟凡超（北京安定医院）

比试掰腕子？先掂量下自己缺不缺钙
近日，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中心调度医生葛书萌凌晨时接到一
年轻患者呼叫 120 救护车，诉其手臂可能发生了骨折。通过调度员细致
询问得知，患者与朋友做掰手腕的游戏，忽然听到手臂“咔嚓”一声，随
后手臂出现畸形，疼痛、活动受限。
救护车到场后，急救医生现场处置后将患者送至就近医院就诊，经
过医院的专业检查，患者确诊手臂骨折。
医生介绍，掰手腕本是茶余饭后常见的娱乐项目，但却需要量力而
为。当肌肉的力量超过骨骼承受的物理极限，它就会断裂。且这种较
量掰手腕引起的骨折往往是螺旋式骨折，大部分是由于突发暴力性扭
转所致。
在此北京急救中心提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
时间紊乱，黑白颠倒，饮食也不规律，还缺乏锻炼，这样的生活方式极易
导致骨质疏松。大家要规律饮食，多喝牛奶，晒太阳，加强锻炼，赋予自
己强健的体魄，为娱乐打好安全基础。
年轻人也容易骨质疏松？加倍补钙还能“抢救”一下吗？钙是人体
必需的营养素，不仅是构成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参与机体内各种生
理过程。不过，盲目的补钙却要不得。
特别是保健品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补钙产品，让人挑花眼，加上宣
传效果的渲染，很容易导致盲目使用。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的专家

提醒公众，过量补钙，不仅是一种浪费，也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短
期内口服过多的钙，容易加重胃肠负担，导致便秘。长期的高钙尿症，
增加泌尿系统形成结石的机会。血钙浓度过高，容易沉积在
内脏或组织中，进而影响视力、心脏功能，加重血管硬
化等。德国一项针对 35-64 岁女性的研究显示，过量
补钙可能导致心脏病患病风险翻倍。
对于婴幼儿，过量补钙也会产生严重后果。不
仅影响宝宝食欲，影响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
还会影响长骨的发育，导致身高受限。而且，人体
内钙过高会导致磷含量下降，而磷是参与大
脑活动的重要物质，继而产生严重后果。
据了解，一般来说，对钙的补充，
食补会比药补更安全。食物中除了
牛奶含钙量较高之外，豆类、坚果、绿
色蔬菜、海产品如鱼、蟹、虾皮等，都
含有丰富的钙。还应保证适量蛋白
质的摄入，有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
此外，还应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
接受一定量的阳光照射，以提高

维生素 D 的量，协助钙的吸收。适量的运动也有益于骨量的增加，减少
骨骼钙的丢失。对于成年人来说，还应不吸烟、少饮酒，少饮咖啡。
而婴幼儿 1-6 个月时，胃肠道很脆弱，母
乳是最佳的获取钙的渠道。6 个月后添加辅
食，应注重从膳食中获取足够的钙。要避
免补钙制剂的滥用，如需使用，一定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文/本报记者 李洁

肝硬化牵出罕见遗传病 家族 8 人接连确诊！
“不明原因肝硬化。”面对这样一份诊断报告，60 岁的老张非常焦急。辗转河北和北京多家大医院也无法查清肝硬化病因。最终，
在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这个病的罪魁被揪了出来——老张确诊为罕见的“血色病”，除了他本人，还有 7 名亲属也相继确诊。什么
是血色病？老张是如何确诊的？他的亲属为何也被确诊？

一个异常指标 牵出家族罕见病

血色病的首发症状竟是糖尿病

来到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杨松为老张
开具了乙肝、丙肝常规筛查，结果均为阴性。
“难道
是脂肪肝引发的肝硬化？可患者也不胖呀。”杨松
分析着各种可能，并给老张开具了进一步的影像学
检查，
“CT 看上去有些发亮”，也就是肝脏密度比较
高……经过一系列检查，杨松通过铁代谢指标检查
发现老张有异于常人的铁沉积，结合他肤色暗沉、
糖尿病症状、关节疼痛等病症，推测他极有可能患
上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铁代谢障碍性疾病——血
色病。随后回报的基因检测结果也验证了杨松的
推测。
这种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脏器内铁负荷过
多，为了让老张体内血液里的铁蛋白浓度恢复正
常，医生制定了以放血疗法为主的治疗策略，这是
目前减轻血色病患者体内铁负荷的最主要的疗
法。在住院期间，经过长达数月的放血治疗、保肝
和降糖治疗，以及精心的护理，老张情况有了明显
好转。
“你的家人也需要检查一下。”原发性血色病主
要源于遗传，考虑到这一因素，在杨松的特别建议
下，老张的 30 多位家族成员进行了基因检测，结果
发现了 7 名有血色病的家族成员。所幸的是及时发
现，
已经发病的患者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没有发病
的患者能够通过密切监测及及时放血而避免出现肝
脏损伤和糖尿病等情况。

血色病是一种铁负荷过多的铁代谢障碍性疾
病，是一种因组织中铁的沉积过多而发生的全身性
疾病，多以糖尿病为首发症状。血色病分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类。原发性血色病是一种隐性遗传性疾
病，男性多见。继发性血色病主要由于严重的慢性
贫血长期大量输血(一般在输血 100 次以上)以后，
造
成体内铁贮积过多所致，也有少数病例因多年摄入
大量药物性铁或饮食中的铁（如嗜酒）后发生。
血色病有什么症状？血色病的部分临床表现与
糖尿病相似，
因而临床上也容易误诊。
因此，
当出现血色病的典型症状，
如皮肤有铁灰
色（暗褐色或青铜色）色素沉着、疲劳、嗜睡、体重下
降、
高血糖、
膝关节疼痛等，
需及时就诊。

血 100 单位(每单位 200ml)。放血后临床表现包括
心脏功能、肝脏功能、门脉高压、皮肤色素沉着、内
分泌功能等均可显著好转，甚至消失。但糖尿病及
性功能低下一般不能恢复。
铁螯合剂 铁螯合剂或去铁剂是一种药物性防
止或去除铁积聚的治疗方法，现已有 100 多种铁螯
合剂，
经体内及体外试验，
其中临床上最常用的是去
铁胺，静脉、肌内或皮下注射。口服吸收差，也可与

静脉放血同用。
饮食调理 多进食各种蔬菜水果、
豆类、
谷物、
低
脂奶制品;减少高铁食品摄入量，
鱼类和家禽含铁量
低于肉类和海产品；饮用茶和咖啡可以减少铁摄入
量;尽量不饮酒或者少饮酒；避免补充铁离子、含铁
复合维生素，
不要补充锌和止咳糖浆；
避免进餐时补
充，可以在餐间饮用橙汁等维生素丰富果汁。烹饪
时建议用玻璃或者陶瓷而不是铁锅及不锈钢炊具。
文/巩阳（北京地坛医院）

这个病虽不能根治但可控制
目前尚无有效的根治疗法，常用的治疗措施包
括去除体内多余的铁和对受损器官进行支持疗法。
治疗目的是尽快减轻体内铁负荷，使体内铁含量达
到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
常用的治疗方法如下：
静脉放血 静脉放血是学界公认的治疗血色病
的最主要手段。一般每次可放血 400～500ml，每
周 1～2 次 。 每 次 放 血 约 能 去 除 200～
300mg 铁，每排出 1g 血红蛋白等
于排铁 3.4mg。一年中约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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