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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焦虑抑郁 都市三大心理疾病
荆门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刘舒丹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工作压力增
大，有心理问题和疾病的人群有逐年上升
的趋势，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已经成
为都市人群最多见的三种精神心理疾病。
市口腔医院失眠科主任、高级心理咨询师
付锐认为，对精神心理疾病的理解大部分
人还仅仅停留在“凡事想不开”的层面，忽
视了这些疾病带来的危害， 未及时就医，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实际上，每个人在
一生中都可能会遇到各种精神、心理方面
的问题。

锐表示，一般一周内出现 3 次以上、一天
睡眠时间在 5 个小时以内的，就可以定义
为失眠症。轻度失眠症患者可以到门诊开
一些安眠药，稍重的失眠症患者需要调整
作息规律、加强体育锻炼，严重的失眠症
患者需要增加其他物理疗法。
有睡眠障碍的患者要到正规医院的
失眠专科门诊进行治疗，因为只有专业的
医生才可以找出导致失眠的原因，解决安
眠药成瘾、依赖的问题。同时，通过认知行
为心理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生物反馈
治疗等心理干预进行综合治疗。

失眠莫过度依赖药物
焦虑症多与外界刺激有关
失眠是指患者对睡眠时间或质量不
满足，并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
验。“失眠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 ”付锐介
绍，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继发性失
眠和原发性失眠。继发性失眠主要是由于
其他原因导致的睡眠不好，失眠本身不是
最初、最核心的问题。例如，睡眠环境的影
响，药物及食品、饮料的刺激等导致的失
眠，都不算真正的失眠。 躯体性疾病也是
导致失眠的常见原因之一，如肾脏、关节
不好，患者身体痛苦会导致失眠，以及由
于神经系统问题引发的失眠，都属于继发
性失眠。而原发性失眠一般找不到明确的
失眠原因。
患者陈先生有 3 年的失眠史，刚开始
只需服用一片安眠药就能入睡，后来逐渐
对安眠药产生依赖，一天要吃一整板安眠
药。“
当时，他反复强调自己睡不着,经过
睡眠监测，发现他只是浅睡，并非失眠。通
过心理暗示及物理疗法，告诉他其实已经
入睡，经过 1 个多月的治疗明显好转。”付

“总是半夜胸闷，好像自己的心脏有
问题，到医院检查发现并无大碍。 可是回
家后，半夜反复出现心烦、失眠等症状。 ”
30 多岁的王先生找到市口腔医院失眠门
诊。 付锐表示， 有的患者说自己心慌、胸
闷，做心电图、彩超等检查却未发现异常，
这就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 近几年，焦虑
症患者逐步呈年轻化，这多与外界的刺激
有关。“
我的这些症状竟然是由于不久前
父亲去世导致的。”王先生说，通过使用改
善睡眠的抗焦虑药物及心理疏导，经过一
个月治疗健康逐渐恢复。
付锐提醒， 焦虑症患者多数伴有失
眠、心烦、头疼、躯体不适、坐立不安等症
状。 现代都市白领，工作压力大、竞争激
烈，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使人产生内心
急躁、焦虑情绪。若产生了焦虑情绪，应正
视事实，不要回避，提醒自己放慢步伐，反
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处境，并积极主
动求助于专业医疗机构，及时帮助自己尽

快从焦虑中走出来。

常年从事临床精神心理研究的付锐认为，
都市人群生活节奏快，加上工作和学习方
面的压力大，容易长期精神紧张，如果得
不到应有的调适， 必然会导致焦虑不安、
抑郁症、 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问题和疾
病。
“日常生活中，焦虑、抑郁症和失眠很
容易被混淆。 ”付锐表示，睡眠问题与焦虑
和抑郁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常常相伴而生
且是双向的。 这意味着睡眠问题会导致焦
虑和抑郁，反之亦然。 比如，在睡觉期间感
觉担忧和紧张会使人更加难以入睡，但是
睡眠困难的话（也会导致睡眠不足），同时
导致更多的焦虑。 睡眠障碍（尤其是失眠）
会出现在焦虑之后和抑郁之前，也是焦虑
和抑郁的常见症状，还是抑郁、焦虑发病
的主要因素，反过来，焦虑抑郁也可以是
慢性失眠的危险因素。
付锐提醒， 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后，
不能依赖酒精、 药物等方法摆脱困境，那
样只会加重病情。 大多数精神心理疾病也
不是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能改善的，正确的
选择应该是保持平和的心态，及时寻求专
业精神心理医生的帮助。

抑郁症以中老年患者居多
付锐介绍，都市人群中抑郁症患者以
中老年人居多，主要表现为说话少、不爱
出门、丧失生活兴趣、高兴不起来，有的甚
至不会笑，整日愁眉苦脸，一说话就掉眼
泪，严重的甚至有轻生念头，并有自残行
为。
李先生可谓商界精英，经过十几年的
打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虽然他在外面
谈笑风生， 但是一回到家就变得沉默寡
言。他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痛苦，如果不
是为了孩子， 他可能早就不在这个世上
了， 他总为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纠
结。“
这就是典型的抑郁症表现。 通过交
谈，发现李先生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背负
了很大压力，日积月累，从而导致患上心
理问题。 ”付锐说。

有精神心理问题应及时就医
精神心理疾病为何盯上了都市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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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三七粉
好处实在多

省内专家齐聚 共话甲状腺乳腺疾病规范诊疗
——
—市抗癌协会甲乳外科分会 2018 年年会隆重召开
荆门晚报通讯员 郑琴清 文 / 图

3 日， 由市抗癌协会甲乳委员会主办、
荆门二医甲状腺·乳腺外科承办的荆门市
抗癌协会甲乳外科分会 2018 年年会（第一
届第五次）在海港城大酒店隆重召开。 荆门
二医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赵平在会议开
场致辞。
会议邀请了武汉同济医院张林教授、
武汉协和医院刘春萍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孙圣荣教授、 武汉市中心医院江学庆
教授、湖北省肿瘤医院范威教授、宜昌市中
心医院张胜初教授、 十堰人民医院汪令成
教授等国内知名甲状腺、乳腺外科专家，围
绕“传承、创新、规范、提高”的主题，通过专
家主题讲座、会场提问讨论、典型病例分享
等多种形式，与来自全省的甲状腺、乳腺外
科疾病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甲
状腺、乳腺疾病诊疗前沿动态，解读最新临
床热点、难点，共话甲状腺、乳腺外科疾病
规范、综合、个体、精准、微创诊断与治疗。
大会分为甲状腺专场和乳腺专场。 上
午的甲状腺专场， 相关专家教授以分化型
甲状腺癌诊治现状与进展、 甲状腺癌颈侧
区淋巴结清扫规范、 甲状旁腺系膜理念与
功能保护等， 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在现今诊
疗条件下， 如何将一些临床数据或国外循
证医学证据应用于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让
大家受益匪浅。 荆门二医甲状腺·乳腺外科
主治医师刘武针对腔镜甲状腺初步经验进
行了分享交流。
赵平介绍，甲状腺是个很脆弱的器官，位

赵平致辞

于颈前部，是一个蝴蝶状的器官。 它虽很小，
却是人体的第一大内分泌腺， 也是身体代谢
的主要调控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体检时
被检查出患上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甲状
腺增生，甚至甲状腺肿瘤。 劳逸结合、保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甲状腺疾病的有效方
法。 即使得了甲状腺疾病，也不必过度担心，
只要定期检查， 绝大部分的甲状腺肿瘤都能
治愈，而且术后的效果非常好。
下午的乳腺专场， 针对腔镜在乳腺疾
病的应用、 乳腺癌化疗中骨髓抑制的全程
管理、 白蛋白紫杉醇在乳腺癌中的应用进
展、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全面关怀及全程
保护、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
范（2017 版）解读等进行交流学习。“说起乳
腺肿瘤，许多女性朋友都不会陌生。 作为女
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它被称为女性
健康的‘头号病魔’。 ”赵平表示，我国乳腺
肿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并呈年轻化趋势。

会议现场

通过正规医院的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采用
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生物靶向治
疗及中医药辅助治疗等多种手段的“个性
化”综合治疗，既使是乳腺肿瘤患者也可以
有效控制、缓解。 在不影响彻底切除肿瘤的
前提下，微创保乳手术能保留患处功能并兼
顾外观完美，最大限度提高了患者术后生存
质量。
在病例讨论阶段，大家踊跃发言，积极
交流自己的看法与心得，相互讨论疑难特殊
病例，使大家对乳腺相关疾病的规范化诊断
治疗有了深刻的认识， 开阔了眼界的同时，
提高了相应的业务学术水平。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提高
了荆门二医甲状腺·乳腺外科的临床诊疗能
力，也为广大甲状腺、乳腺临床医师提供了
一个相互沟通、学习交流的平台，必将促进
荆门地区及至全省甲状腺、乳腺疾病的规范
化诊疗水平。

“我要三斤三七。 ”“
给我来十
斤三七，帮忙打磨成粉。 ”……日
前， 在云南文山三七产地直销
—白云楼对面汇合路上的北
点——
京知蜂堂店里人头攒动， 众多市
民都在纷纷购买三七。
三七， 又名田七，《本 草 纲
目拾遗》称：“人参补气第一，三
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异等，故
称人参三七， 为药品中最珍贵
者。 ” 三七主产于云南文山地
区， 是中药界公认的防治心脑
血管疾病效果最好的天然良药
之 一 ， 内 含 21 种 皂 甙 活 性 物
质 、17 种 氨 基 酸 、11 种 微 量 元
素、3 种抗癌活性硒及粗蛋白质
等 ， 因 此 ， 三 七 又 被 称 为“长 生
草”。
文山人有“宁可不吃肉，每天
必吃三七”的说法，当地人每天都
会用三七来炖肉和煲汤。 当地一
位 70 多岁的老人说，少时随父上
山采野生三七， 将采来的三七根
入药，剪下的须煲汤炖肉，并坚持
吃三七到现在。 76 岁的他身体结
实，精神抖擞，血压、血脂、血糖、
血黏都正常。 老人还说，尤其是人
年过四十后，常感觉心慌无力、眼
涩昏花等， 更应多服用三七把体
内血液毒素排出， 身体才会越来
越好。
( 郑连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