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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睡眠指数出炉，大数据告诉你床上的那些事儿

山航新航季

增开7条航线
本报记者 刘志浩

三成人有智能手环

但助睡效果并不咋地

数据显示，在人们最希望通过睡眠产品
解决的问题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醒了
以后睡不着（25 . 9%）、多梦（25 . 6%）、打呼噜

（25 . 1%）、入睡困难（23 . 1%）、醒后疲惫
（22 . 0%）。其中最愿意投入财力的是“入睡
困难”，平均愿意投入650元。

与此相应，以手环为代表的智能睡眠产
品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拥有者超过三成

（32 . 8%）。拥有最多的智能睡眠产品前两位
是智能手环（14 . 5%）和智能手表（12 . 4%）。
但这么多工具，并不代表你就能睡个好觉。
数据显示，家中拥有智能睡眠产品的人睡眠
品质得分为68 . 5分，甚至低于没有智能睡眠
产品的人睡眠品质得分（69 . 2分），智能产品
的睡眠增益效果有限。

《睡眠指数》分析，惯于晚睡早起的现代
生活方式无疑是造成人们“辗转难眠”的重
要因素。而除了与个人生理心理原因有关
外，与睡眠相关的不良环境因素（室内外环
境、床上微环境）也会成为影响睡眠品质的
祸端。调查发现，外部环境中对人影响最大
的是噪音（55 . 7%），其次是光线（32 . 9%）和
枕头（28 . 1%）。有趣的是，不同区域人群所
受的影响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辽宁受室内噪
音影响比较大（15 . 6%），山西则变成了枕头

（14 . 5%），而福建则是光线（17 . 7%），广东则
又变成枕套。

床上用品对睡眠品质有一定影响，裸睡
者对床上用品的舒适感和亲肤性要求更高，数
据显示，17 .0%的情侣共同裸睡，14 .6%只有男
方裸睡，3 .7%只有女方裸睡，30个省份中情侣
共同裸睡比例最高的是四川省（34.8%）。

生活习惯挺影响睡眠

打呼噜最让人烦

数据显示，随着床龄增加，人们睡姿的
亲密度越来越低。《睡眠指数》显示，在一起
睡的6种睡姿中，侧抱式是中国夫妻最多的
睡姿。

据介绍，感情状况的好坏与睡眠品质有
一定关联，对自己和伴侣感情状态满意的
人，睡眠品质往往更好，比如对目前伴侣关
系非常满意的人睡眠品质得分为72 . 0分，对
伴侣关系非常不满意的人睡眠品质得分为
62 . 2分。

生活习惯差异成为影响爱人睡眠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睡眠习惯不一样或者另
一半睡眠习惯不好而分开睡的合计占比为
4%，在睡眠引发的矛盾中，怒气值最高的是
打呼噜，国人平均怒气值为52 . 0分，其次是
床上玩手机，怒气值达到为48 . 7分。

而在全国30个省份中，上海人最爱打呼
噜，比例高达37 . 7%，北京人最常磨牙，约两
成人（17 . 5%）晚上经常磨牙，新疆人伴侣间
上床时间差最大，平均相差68 . 8分钟。

影响睡眠的另一个难以启齿的重要因

素是“爱爱”。《睡眠指数》调查显示，每周性
生活频率维持在2-4次的人睡眠品质更高，
但2016年的调查显示，约五成中国人因太困
而拒绝“爱爱”。女性“要睡不要爱爱”的表现
更明显。

随着二孩时代到来，起夜照顾孩子成为
很多年轻父母的“幸福烦恼”，但这似乎并未
影响到父母们的好心情，计算显示晚上起夜
照顾孩子的烦恼值并不很高。

建筑工人睡得最香

律师睡眠最没质量

调查显示，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山
东人都是起得最早的（分别是6：30和7:36），
睡得也是最早的之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中国东部的山东
半岛是最早接受阳光的区域之一，起得早些
无可厚非。这是受到传统文化浸染最深的地
方，勤劳肯吃苦成为美德，孔子也曾说，“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时间十分重视，这
点从山东人的睡眠上也可窥得一二。

此外，工作日新疆人起得最晚（9点），河
北人、山东人、吉林人睡得最早（22点42分），

周末福建人、四川人起得最晚（8点48分）。山
东人、河北人、吉林人、黑龙江人睡得最早

（23点），广东人睡得最晚（23点48分）。甘肃
人睡得最少（8 . 5小时）；浙江人和福建人睡
得最多（9 . 3小时）。

同时，起得早不等于睡得好，从睡眠指
数得分来看，全国的省会城市中，南京得分
最高（71 . 4分），山东济南69 . 5分的得分与海
南海口并列第11位，而呼和浩特人睡得最
差，得分为65 . 5分。

总体而言，国人周末睡眠时间比工作日
平均长1个小时，周末起床时间比工作日起
床时间平均晚1 . 2个小时，周末入睡时间比
工作日平均晚18分钟，周末“补觉大户”则集
中于鄂闽赣川等南方省份。

而以职业划分，建筑工人睡眠指数得分
最高，为71 . 9分，律师睡眠指数得分最低，为
64 . 0分。而在不同的职业人群来看，新媒体
人员、自由职业者、销售人员、创业者、大学
生、建筑工人平均工作日睡眠时长相同，都
是8 . 3个小时，而纸媒从业者的睡眠时长最
短，为7 . 5个小时，睡得最不规律的人则给了

“广告人”群体，这些都深刻说明，同等条件
下“职业”对人的睡眠有着重要影响。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孔彪 白

新宇） 3月27日，全国民航将
迎来2016年夏秋换季。山航首
批将新开青岛-郑州-库尔勒、
乌鲁木齐-济南-福州、厦门-

日照-北京等7条航线，同时加
密济南-重庆航线至每天5班，
青岛-长沙航线至每天2班，青
岛-大连航线至每天6班。

3月27日起，山航夏秋换季
首批新开以下7条航线：

青岛-郑州-库尔勒，航班
号为SC4969/70，每天一班，8:10

从青岛起飞，经停郑州15:45到
达库尔勒；返程16:35从库尔勒
起飞，经停郑州23:05到达青岛。

乌鲁木齐-济南-福州，航
班号为SC8755/6，每天一班，7:
20从乌鲁木齐起飞，11:20到达
济南，12:10从济南起飞，14:20到
达福州；返程15:10从福州起飞，
17:25到达济南，18:10从济南起
飞，22:40到达乌鲁木齐。

厦门-日照-北京，航班号
为SC4677/8,每天一班，17:15从
厦门起飞，19:55到达日照，20:40

从日照起飞，22:15到达北京；返
程每日15:20从北京起飞，16:50

到达日照，17:35从日照起飞，20:
05到达厦门。

此外还新开乌鲁木齐-杭
州-厦门，北京-盐城-福州，北
京-兰州，兰州-呼和浩特-长
春四条新航线，均为每天一班。
同时还将加密济南-重庆航线
至每天5班，青岛-长沙航线至
每天2班，青岛-大连航线至每
天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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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突然下降

一查竟是眼结核

本报青岛3月21日讯（记者
刘腾腾） 青岛某高校一名

大学生突然左眼流泪，并出现
了视力障碍，他以为自己得了
结膜炎或沙眼之类的眼部疾
病，但经过检查，发现自己竟然
感染了眼结核。经过抗结核治
疗后，他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两个多月前，22岁的大学
生小王突然感觉左眼不适、视
力下降，而且有眼睛流泪、轻微
疼痛、视力障碍等症状，眼皮下
方还长了一些红点，他以为自
己得了结膜炎或者是感染了沙
眼，就到青岛一家医院眼科就
诊。大夫为他做了左眼玻璃体
手术，同时诊断病理不排除感
染结核菌的可能。随后，小王又
来到青岛市胸科医院就诊，进
行结核检查，胸部CT显示其双
肺可见斑片状，痰培养呈阳性，
诊断为肺结核、眼结核。经过抗
结核治疗两个月后，小王肺部
的病灶吸收，左眼不适症状消
失，视力也逐渐好转，目前已康
复出院。

青岛市胸科医院胸一科主
任刘玉峰介绍，眼结核是结核
杆菌在眼部感染引起的一种疾
病，在眼科临床和各科会诊时
并不少见，有些不明原因的眼
组织炎症可能是结核病灶所
致。眼部组织除晶状体外都可
以发生结核，眼睑、泪器、结膜
等组织可由结核杆菌直接感染
造成原发性病灶，一般多继发
于身体其它部位的结核病灶，
特别是肺结核。

本报日照3月21日讯（记者 张萍 通
讯员 胡科刚 卜雪雁） 两位老人因琐事
争吵，其中一位因患有心脏病，在吵架后这
位老人突然犯病，最终经抢救无效身亡，对
方要担责吗？日前，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判决对方负10%的责
任。

刘老汉与于老汉是五莲县洪凝街道某
村的村民，并且是前后邻居。2015年1月6日
下午，刘老汉在修建房屋运土垫路过程中因
影响了于老汉，于老汉与刘老汉发生了争
吵。在发生争吵后刘老汉突然倒地，随后家
人赶紧将刘老汉送往五莲县中医院，但抢救
后无效身亡。

刘老汉的家人认为刘老汉的死亡与于

老汉有直接关系，于是刘老汉的女儿将于
老汉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主张，其父患有
心脏病，因于老汉的辱骂行为，引起父亲
情绪激动、生气、心跳加快，进而诱发心脏
病发作死亡，因而于老汉对此应负有很大
的责任。她提交了医院的通用门诊病历及
诊疗证明书等证据。

于老汉则辩称，他们两人是吵了两句，
刘老汉说完便回家了，他未对刘老汉进行辱
骂，刘老汉当时身体一切正常，刘老汉的死
和他无因果关系。刘老汉的家属如果认为他
属于非正常死亡，在事故发生时应及时报
警，按照法定程序由公安机关进行尸检，但
刘老汉家属既没有报警，又没有在查明死亡
原因的前提下对尸体进行了火化，这些所作

所为毁灭了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侵害他人生命权的，

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
任。于老汉未能妥善解决与刘老汉之间的矛
盾纠纷，在刘老汉患有心脏疾病、情绪比较
激动的情况下与之争吵，主观上存有过错，
故于老汉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老汉未
能选择合理的方式解决与他人之间的纠纷，
未能充分履行注意义务，是导致损害后果发
生的主要原因，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

综合双方过错、受害人自身身体状况等
实际情况，以于老汉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
任为宜，遂判决赔偿原告刘某的女儿3万余
元。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近期一家机构发布的《2016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以下简称《睡眠指数》）显示，抱着各
种电子产品助睡成为很多国人的习惯，但这对改善睡眠效果着实有限，此外，所处区域、伴侣的生活习惯及职业等都
成为影响睡眠的因素，而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地方，山东人登上了“早睡早起”项目的榜首。 探路

吵吵架架使使对对方方犯犯病病猝猝死死该该担担何何责责
法院判双方都有过错，“吵死人者”承担一成赔偿责任

18种职业和睡眠的关系

《睡眠指数》将睡姿分为6种

●面对面
睡，没有身体
接触。

●面
对面睡，有
身体接触。

●脸朝
一侧睡，有
身体接触。

●脸
朝一侧睡，
没有身体
接触。

●脸朝
不 同 方 向
睡，有身体
接触。

●脸朝不
同方向睡，没
有肢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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