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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好手机屏幕 预防“手机手”
如今，中老年人使用手机的时间与以
前相比变得更长， 健康问题也相继涌现，
最普遍的就是“手机手”。 与年轻人不同，
中老年人由于肌肉及关节能力不如从前，
在长时间使用手机后，由于手部保持同一
姿势，更容易出现
“手机手”。

早晨手指僵硬要小心

鞘空间里多出的东西切除，让腱鞘空间恢复到宽松的状态，也就是
手术治疗。

生活中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看视频、打游戏、刷微信、网购
……手指不停地滑动，一些人感觉大拇指根部开始发酸、疼痛，指
尖活动渐渐没那么灵活，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频繁玩手机所致，
医学上称为腱鞘炎，俗称
“手机手”。
当重复、高强度活动时，因关节中的肌腱与腱鞘过度摩擦，便
会发生损伤性炎症，出现肿胀、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称之为腱鞘
炎。
若出现腱鞘炎，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患者屈指不便，尤以早
晨最为明显，但活动几下即可好转；局部有压痛和硬结；严重时可
产生弹响（也被称为“扳机指”），患指屈而难伸或伸而不能屈；手指
活动困难，以早晨较为明显，偶尔有弹响。

生活中如何避免腱鞘炎

1.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在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时，不
要过度弯曲或后伸；提拿物品不要过重；手指、手腕用力不要
过大。
2.注意保暖：养成用温水洗手的习惯，不宜用冷水。天
冷时注重手部保暖，戴上棉手套，防止手部受寒。
3.保持舒适体位：腱鞘炎的护理需避免手臂下垂。
睡觉时，腱鞘炎患者需保持手臂靠近身体，且手腕
不弯曲。
4.自我按摩：手腕关节做 360 度的旋转；
或将手掌用力握拳再放松， 来回多做几
重度“手机手” 碗都拿不了
次；或将手指反压或手掌反压几下，都可
春暖花开，不少人在闲暇时会选择走
以有效缓解手部的酸痛。
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机手”，应该如何处理？ 医生指出，一是局
到户外，近距离接触大自然尤其是绿色植
此外， 如果已经出现不适，患
部制动，简单说，就是让手指休息，这种治疗方式主要针对轻微腱
物。 不过，达州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说，有些香
者可进行热敷缓解炎症，每天
2
鞘炎。 二是药物治疗，针对中度患者主要是消炎，用一些外用药缓
味浓烈的花草树木会引起身体的不适， 即使一
到 3 次， 每次 10 至 15 分
解疼痛，若药物治疗疼痛还是不能缓解，可以考虑打封闭。 三是情
些花草树木无味，也依然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钟。
况比较严重的患者，这些人可能连拿碗都没有力气，医生建议把腱
大自然中，有许多花草树木为了招蜂引蝶，香气扑鼻而
令人陶醉。 比如，九里香、木本夜来香、白丁香、夜香草、桂花
以及麝香百合（俗称
“
香水百合”）等。“
这一类花草树木，香味
手机宽度不超手指中节
浓烈，对人们的嗅觉器官具有较强的冲击力或刺激性，闻多了常
会使人出现暂时性的嗅觉迟钝或可逆性的麻痹。有的可使人头昏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一些针对手机的办法来预防手机手呢？ 医生表
脑涨、心悸、面色潮红等。 ”医生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疾病、
示，可以考虑尽量选择适合自己手掌大小的手机尺寸。 选择合适的手
神经衰弱等疾病者和失眠的人不宜久闻。
机宽度，是预防
“手机手”的最好办法。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
人们常在樟树或松林中散步、锻炼，认为这里的空气清爽。但是，医生提醒，过多
虎口到食指中节的距离， 而女性的手型比较适合 4 英寸的
地吸入樟树、松树、月桂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则有可能诱发呼吸道脆弱的老年朋友
手机。
的鼻腔、支气管等部位产生过敏反应，并能使原有的鼻炎、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患者病
另外，不要用一只手、长时间、同一姿势握着
情加重。 医生说，有些花朵或茎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嗅觉器官难以忍受。 这些气味不仅会让人
手机。 变换不同姿势，可减轻手的疲劳
产生多种不良的应急反应，甚至还会使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像鱼腥草的茎和叶均有着
(综合）
感。
浓重的鱼腥味。
“还有一些花草树木虽然无味，但它们客观存在的气味或花粉，往往在人们嗅觉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人体产
生不良影响，例如扶桑、木芙蓉、漆树、紫荆花等等。 ”医生说。
建议过敏性体质以及呼吸器官脆弱的人勿在植有上述花草树木的地方久留，特别是鼻炎、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患者更应
（山西）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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