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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数羊数到嘴抽筋”

“半夜两点了，还是一点不困，再看两集

吧”

“完了完了，天亮了，今天又没睡好”

……

睡眠障碍，其实并不少见。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全球睡眠障碍率达 27%,而中国

睡眠研究会 2016 年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超过

3 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且这个数据仍在逐

年攀升中。

短期睡不着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慢性

失眠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记性差、皮肤糙、

脱发、焦虑、抑郁，甚至得高血压、冠心病、心

衰的风险远大于常人。

失眠症有哪些表现？

1、入睡难

躺在床上，超过 30 分钟不能入睡。

2、早醒

每天早上四五点就醒了，但是又并不存

在入睡困难。比如，有的人晚上 11 点睡，一

般来说是早上 7 点醒，但是忽然变成 5 点就

醒，之后再无睡意，只能放任自流进入一种不

安定与不满意的睡眠状态。这也属于失眠的

情况之一。

3、日间功能障碍

晚上睡不好，白天疲劳犯困、全身不适、

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工作或者视力能力下

降、情绪波动容易发火。

实际上，我们的睡眠时间是一个最自然

的生理现象，它跟我们吃饭一样，比如，有人

一顿吃两三个馒头，有人一顿吃半个馒头，都

是正常的。睡眠也是这样，有人睡八九个小

时，有人睡十个小时，也有人睡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就够的。

日间功能障碍正不正常，和睡眠时间长

短无关，主要看第二天早晨起来，体力、精

神、情绪 、心情、记忆、饮食 、行为这些表现

正不正常。如果早上起来精神差，心情也不

太好，事儿也不想干，饭也不想吃，觉得精力

不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间功能障碍。

4、多梦

首先来说，做梦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如果

有人不能做梦，则意味着很有可能患上了阿

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等疾病。所以适当的做

梦是正常的，但是每天都做梦，每天都能被梦

惊醒，并且再也睡不着了，这样超过三次，就

算是失眠。

5、睡觉浅

外界的声音和光线，会对睡眠有非常大

的影响，这也是失眠的一种。

符合以上五种症状中的任何一种，每周

至少发生三次以上，并且延续了三个月，就算

是失眠症。

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食用

精神药物或其他药物等因素也容易引发失

眠，这些原因造成的失眠与失眠症有本质的

区别。

失眠症具有哪些危害？

短暂性失眠，严格来说对人的损害并不

大，长期失眠会存在着很大的危害。

1、引起神经内分泌失调

比如影响生长发育，皮肤衰老。

2、使神经免疫发生改变

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大脑反应迟钝，

记忆力变差。

3、带来情绪障碍

易出现激怒，情感脆弱，多愁善感。人际

关系紧张。严重的会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

为什么会患上失眠症？

导致慢性失眠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心理

因素，就是“恐睡”心理，越害怕失眠越容易睡

不着。为什么越怕失眠会更容易失眠呢？这

其实和内隐认知的形成有关系。

内隐认知是指我们过去的经历以我们意

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思想、行为

和情感的过程。

反映到行为上就会形成自己对睡觉的过

度关注，不断地强化自己，要求自己去睡觉，

结果反倒会更睡不着，或者持续相当长时间

对睡眠的质和量不满意，因此产生忧虑或恐

惧，这种情况下越发对睡眠怀有恐惧心理，如

怕睡不着、怕做噩梦、怕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

等，这些恐惧心理又可引起或加重失眠，所以

说慢性失眠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简单几招教你睡个好觉

针对这些慢性失眠症患者，专家主张以心

理疗法为主，特别是中医心理疗法，它通过让

失眠者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重新体验正常睡眠

的美好感觉等方式慢慢达到减药的目的，可以

找回失眠者对睡眠的信心。我们常说居安思

危、防患于未然，对于睡觉这件事，也应当养成

良好的睡眠习惯，别等到睡不着才着急。

1、养成合理的睡眠时间

人卧则血归肝，人定（21-23 时）的时辰，

人就应该躺下准备睡觉，子时入睡，在睡梦中

进入第二天，则有利于阳气升发，对于身体各

个系统的休息和恢复是最好的。

2、正确树立睡眠心态

（1）如果有短暂性的失眠，千万不要把

它当做是失眠症来理解。

（2）平时白天要生活情趣多样化。不要

光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也要适时进行跳舞、运

动、唱歌、爬山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活动越

多消耗越多，晚上睡得越深。

（3）睡觉前尽量做到一个基本的规律。

什么叫基本的规律？比如说，天天晚上准时

十一点睡，过了点就睡不着。有相当一部分

是自己认为睡不着，自己给自己睡不着的暗

示。过度重视睡眠了，反而会导致失眠。

3、改正不良生活习惯

卧室除了睡觉以外，不要做别的，不要把

工作放在卧室去完成。睡觉之前不玩手机，

比如经常睡前追剧，这是最错误的做法。

睡前不喝咖啡、茶、酒等刺激性食物。

失眠症危害竟这么大？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
科技活动周

补贴标准提高至 90元
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

今年，民生实事中的“提高 31014 名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这一项就计划安排资

金 3350 万 元 ，为 持 有 第 二 代 残 疾 人 证 的

31014 名困难残疾人提高生活补贴标准，从

每人每月 80 元提高到 90 元，进一步提高困

难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

市慈善事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唐何军告

诉 记 者 ，市 民 政 局 、市 财 政 局 、市 残 联 在

2016 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

知》，明确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

的遂宁市户籍低保对象，补贴标准 2016 年

按每人每月 60 元执行，2017- 2020 年每年提

高 10 元 ，到 2020 年 达 到 每 人 每 月 100 元 ，

“也就是说，今年是通知实施的第三年，按

照既定要求把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 90 元。”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各地民政部门积极

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格的定期复核、

随机抽查制度，做到应补尽补、应退尽退，定

期开展工作绩效评估，确保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顺利实施。同时，及时调查处理残疾人

及其他群众的投诉建议，切实维护残疾人的

合法权益。

保障合法权益
不断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

今年，民生实事“为 6137 名三、四级精神

和智力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扶持 4400 名农

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为 300 户残疾人家

庭进行无障碍改造”一项，我市将扩大残疾

人护理补贴范围，为 6137 名持有第二代残疾

人证的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人按每人每

月 50 元标准发放护理补贴，进一步提升残疾

人福利保障水平。

“围绕这件民生实事，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残联随即召开会议研究相关事项，并

印发了《关于建立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唐何军介绍说，

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

为三级或四级、残疾类别为精神或智力残疾

的遂宁市户籍残疾人，补贴标准按每人每月

不低于 50 元执行。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各地民政部门和残

联积极做好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的审定、补

贴发放和监督管理工作，并指导乡镇（街道）

做好补贴的受理、初审工作；财政部门加强

资金保障，及时足额安排补贴资金及工作经

费。此外，各级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加强监

督检查，防止出现挤占、挪用、套取补贴资金

等违法违规现象。

（全媒体记者 侯跃）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扩大残疾人护理补贴范围

我市为6137名精神或智力残疾人发补贴

物管撤离
部分商家肆意“扩张”

5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了

市城区南兴街义乌小商品城，此时一处

违章建筑物周边已拉起警戒线，十余名

城管执法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待

命”，维持现场秩序。伴随着阵阵电锯

声，数名工人拿着切割机开始对违建筑

进行逐步拆除。

“面对重重困阻，我们终于还是把这

些违建筑拆了，此次行动对整个辖区的违

建业主是一次提醒，也是一次震慑。”看到

一块块彩钢板被分拆开来，经开区城管执

法局副局长赵丹长舒一口气。而记者从

赵丹的表情变化和交谈中感觉到，此次拆

违并不轻松。

据了解，义乌小商品城始建于上世

纪 90 年代，商住一体。多年前，该商城由

一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商城也打理得井

井有条，但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物管最终

撤离，商城便出现“无人管”的状况。不

少商家便趁机肆意扩张门店，导致违建

现象较为突出。

违建人“若无其事”
多次劝说无效后依法拆除

得知这一现象后，经开区城管执法

局立即介入展开核实调查，发现该商城

的违建筑均为附近商家所为，并没有办

理相关审批手续，属于违建。

“商城内人员复杂，违建纵横交错，

数量较多。”据现场一名城管执法人员介

绍，鉴于这一情况，城管执法人员联合街

道办事处及社区工作人员，曾多次与违

建人进行了沟通和引导，并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试图让违建人主动拆除违建，然

而城管执法人员的劝说并未取得成效。

甚至有违建人阻扰执法，这也让拆除工

作陷入困境。

违法建筑必须依法拆除，不能再助

长这样的风气。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

经开区城管执法局决定对该商城违建筑

进行依法拆除。为此，经开区城管执法

局也向违建商家下达了最后“通牒”，5 月

13 日拆除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拆除工作全面展开
预计 8月底全部拆除

“你看嘛，这些都是商家自己修建

的，数量较多，我们仅是整改通知书就

发了 3 天。”在拆除现场，记者还随同城

管执法人员对该商城进行了走访，发现

底楼的部分商家大多都是搭建的彩钢

棚，拆除工作较为容易，但二楼的违建

筑 大 多 是 石 砖 砌 成 ，拆 除 工 作 较 为困

难。

据其中一名城管执法人员介绍，此

次拆违行动将对市城区南兴街义乌小商

品城内违章搭建的彩钢棚、楼顶增设楼

层 、门 面 前 后 私 建 房 屋 等 进 行 统 一 拆

除，涉及商家 54 户，违建面积达 2600 平

方米。目前，经开区城管执法局嘉禾执

法中队执法人员已多次与违建商家耐

心沟通，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依

法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限期拆除决

定书》，其中也有部分商家已主动展开拆

除工作。

目前，此次拆除行动已全面展开，预

计 8 月底将全部拆除，确保市容环境和商

城的环境秩序。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公摊面积内违章搭建影响业主共同利益

部门及时介入立案调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公摊区域

是广大业主共同所有，2 楼住户私自搭建，严

重侵害所有业主的利益。”近日，市民王先生

打进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称，在市城区翰

林茗苑小区 20 栋 2 单元，2 楼住户私自搭建

了雨棚并与自家窗户打通，改变了房屋结构，

目前该违建业主正在施工中。

接到市民反映后，船山区热线办立即组

织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对该问题进行核查处

理。经核实，该处违章搭建位于二楼的 206
号房屋客厅外，该处原是一处平台，后来该住

户以楼上经常丢垃圾影响自己生活为由，私

自在平台上搭建了透明塑胶棚。根据现场调

查的情况和相关法规，执法工作人员前期已

经向该违法搭建人发出了限期自行拆除通知

书，但该搭建人在期限内并未自行拆除。目

前，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对该户进行了立案调查处理。

据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将继续加强与违法搭建人的联系，

要求其进行自拆。如违法搭建人拒不自拆，

部门将在立案查处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置。

2019 年全市 30 件民生实
事中，“提高 31014 名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为 6137
名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人
发放护理补贴，扶持 4400 名
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为
300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
改造”两项实事持续释放政策
红利，不断增强困难残疾人生
活保障能力。

清理户口发现两人神似
分离24年姐妹再团圆

24 年前，因为种种原因，双胞胎姐妹中

的小娟被抱养到了成都，小丽则跟随父母一

起，两人分隔两地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安居区公安分局横山派

出所的户籍民警王娟在重户口清理过程中，

意外发现两人照片相似度达 98%，于是加以

核实，最终，让这对分离了 24 年的双胞胎姐

妹得以团聚。

蹊跷：成都女孩与遂宁女孩重户

“前不久，我们公安机关通过人像比对系

统发现，成都籍的一个女孩和我们安居横山

的一个女孩很相似。”据横山派出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发现该情况后，成都当地派出所和横

山派出所便进行了核对。横山这边，当事女

孩小丽的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联系不上本

人。而成都警方核对结果填写的是：不是同

一人、非亲属。

“通过两个人的照片，我们发现，两人的

相似度达到了 98%。凭借多年工作经验，我

觉得，要么是冒用身份信息，要么就有亲属血

缘关系。”户籍民警王娟介绍说。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5 月 13 日一大早，王

娟再次联系本辖区的小丽，询问其是否是重

户口，或者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这次，小丽的电话打通了，得知事情始末

后，小丽说自己不是重户口，但是自己有一个

双胞胎姐姐，在年幼时便被抱养给了他人，这

些年来，两人没有联系，成都的女孩，很可能

就是自己的双胞胎姐姐。

破迷：分离24年双胞胎姐妹再团圆

根据该线索，民警再次对两人的体貌特

征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最终，细心的民警发

现，虽然两人的脸型、眼睛、嘴巴、鼻子等都十

分相似，但其中一人的脖子上有颗痣，另一人

却没有，小丽和小娟确非同一人。

得知小娟可能是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后，

小丽便请求民警帮助两人取得联系。

根据该情况，民警立即与村干部、小娟的

养母以及小娟本人进行调查核实，在表达了

小丽的意思后，小娟的养母也十分通情达理，

表示小娟已经成年，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并答应双方联系。

最终，通过微信交流，这对分别了 24 年

的双胞胎姐妹，终于通过网络相认了。

下午，通过民警，小丽提供了两张两姐妹

的照片，几乎无法辨认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因为小丽远在北京上班，而小娟则在成都，两

人便约定等空了的时候再约时间相认。

“姐姐，你真做了一件大好事，过年回老

家，一定亲自谢谢您。”对于民警的帮忙，小丽

也感激不已，再三道谢。

（王娟 刘川江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广元一被告生猪出栏在即走不开
蓬溪法官将“法庭”搬到其家门口

因为被告生猪出栏在即确实走不开身，

法官人性办案将“法庭”搬到被告的家门口。

近日，蓬溪县人民法院法官把法庭搬到了位

于广元市苍溪县的被告李某家门口，审结了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原来，2017 年 3 月 24 日，原告某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某签订《养殖设备订购合

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锅炉地暖设备一

套。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供货及安装义务，但

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

“受理此案后，我们经过电话沟通，双方

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我们通知原、

被告定期开庭审理。”该案承办人说，临近开

庭，被告李某说他是一名养殖户，家里养殖了

一千头猪，眼看生猪出栏在即，实在是走不开

身。考虑到本案被告的特殊性，承办人说服

原告后，把法庭搬到了位于广元苍溪的被告

家门口。

最终，经过“特殊”法庭的调解，双方当

事人达成一致协议：被告李某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下欠原告的剩余货款。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义乌小商品城商家私自扩建门店 部门多次劝导无效

2600平方米违建将被依法拆除

在市城区南兴街义乌小商品城内，不少老旧楼宇

纵横交错，加之区域较为隐蔽，一些商家为了一己之

利，在楼宇周边私搭乱建，执法人员多次对违建业主

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其自行拆除，但未引起违建业主

重视，反而在与执法部门“软磨硬泡”中愈演愈烈。按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近日，经开区城管执法局认真落

实重点点位问题整改,对义乌小商品城内的违章搭建

进行了统一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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