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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谨防“情绪中暑”
荆门晚报记者 郑连兵 通讯员 刘舒丹

“
张主任，我们楼盘销售火爆，但我最
近的脾气也很‘火爆’。”日前，在城区一楼
盘售楼部任经理的杨先生来到市口腔医
院心理一科后，对该科主任、高级心理治
疗师张俊峰说。 杨先生平时就工作压力
大，思想每天都处于紧张状态。入伏以来，
他越来越烦躁，出现食欲不振、头痛失眠，
说话时也常带着“火药味”。感觉身体出了
问题的杨先生于是来到市口腔医院就诊。
“你现在的状态是你‘
情绪中暑’惹的祸。”
通过检查后，张俊峰告诉杨先生。

高温高湿天，人易“被激怒”
人的情绪与外界环境有密切联系。
一般来说， 低温环境有利于人的精神稳
定，盛夏酷暑，人们夜间睡眠缩短，食欲
差，进食量少，加上出汗多，体内的钙、镁、
磷、钾、钠、锌、铁等电解质代谢发生紊乱，
影响了大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对心理
和情绪产生负面影响。其症状表现往往为
情绪烦躁、思维紊乱、爱发脾气、心境低
落、行为失常，并固执地重复一些行为。心
理学上称之为“情绪中暑”，也称“夏季情
感障碍症”。
从临床来看，较为阴冷的冬季，阳光
少，抑郁症患者会比平时多一些。 而高温
的夏季，焦虑症的患者则明显增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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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独一无
二的地热资源。 因为温泉中常常富含氡、
锌、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元素，对洁净皮
肤、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肺功能等都有很
好的保健功能。
全长 5 公里的长寿汤林温泉带， 泉水
汩汩，清澈见底，水温常年保持 38℃-42℃
之间，是当地人泡澡的好去处，也是当地人
长寿的秘密之一。
“温泉泡个热水澡，防病治病又健康；
天天泡泉身心爽，一天不泡堵得慌。 ”汤林
村的百姓都有泡澡的习惯。一年四季，寒来
暑往，汤林温泉都与汤林村人形影相伴，朝
夕相处。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会好奇，那就是这
里的
“
男女共浴”。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
回事，而是天赐一双，两个温泉相连，男女
各一池，随到随泡，人们泡在温泉仿佛到了
人间仙境。

秘诀二：活着就要劳作
天塌还有“长子”在

热导致旧病复发时，情绪烦躁。

无法改变天气，可以“清凉”心境

往往入睡困难或是睡眠浅，而情绪上则往
往表现为容易生气，爱发脾气，常因微不
足道的小事与他人争吵。
张俊峰介绍， 如果城市的气温超过
35℃、日照超过 12 小时、湿度高于 80%
时，人体会处于“易激惹状态”，稍不顺心
就会上火。 在现代社会，面对各种不同的
压力， 人们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
题。 而炎热天气导致人体血液循环加快，
让人的情绪烦躁不安，成为产生过激行为
的触发点。

“情绪中暑”，五类人要当心
“
情绪中暑”的内因，归
张俊峰说，造成
根结底是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 按照人的
个体差异，通常以下五类人更易
“
情绪中暑”。
一是长期处于紧张压力下的人。比如

了这个村子，在妻舅家落脚，并结婚生子。
因为妻子舅舅是当时的生产队队长， 就安
排他在生产队的集体食堂里烧火。 后来老
人又被安排放牛。 那时荒山荒坡多，老人与
同村的另一个人放养了 30 多头牛，一干就
是 20 多年。 农村分田到户后，李家才老人
才回家帮忙带孙娃， 做家务。 老伴去世的
50 多年中，他一直自食其力，种菜、养猪、
喂鸡、打鱼、摸虾，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日
三餐两顿酒，随着年龄的增长，酒量也逐步
下降。 老人 100 岁后，子女们就有意识地控
制老人饮酒了。 前年冬，李家才老人害了一
场大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了，就由女儿女
婿端饭送水洗衣，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人。
老人每天坚持不懈地搓塑料绳， 他的
毅力，他那种
“活着就要劳作”的劳动观，还
有他乐观豁达的人生观， 或许都是老人长
寿的秘诀。 在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
大自然的灵气，劳作者淳朴的秉性，成就了
生命的延续。 钟祥的 100 多位百岁老人，
尽管人生阅历各有千秋，但是勤劳朴实、心
态平和、生活清淡、家庭和睦是这些长寿老
人们的共同特点。

秘诀三：父慈子孝
汤林村四组的老人李家才，1910 年 5
尊老敬老传统代代传
月生，今年 110 岁了。 老人感悟于温泉水
的川流不息，认为
“活着就要劳作”，即使已
经年过百岁， 每日里依旧闲不住。 搓塑料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钟祥， 它的
绳，就是老人一天的活计。
长寿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 470 年。 这一
早上 5 点起床，解手、洗脸、吃饭后，老 年，战乱不断，但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依旧过
人便开始了他一天的劳作——
—搓塑料绳。
着悠然的生活。当时的南朝皇帝中意于此，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十多年如一日，老人 便在这设立了“苌寿县”。 公元 551 年，由
手中的塑料绳，从不间断。 据老人的女儿女 北朝西魏政权改“苌寿”为“长寿”，从此，
婿介绍， 老人二十多年来搓的塑料绳大多 “
长寿县”之名，正式载于史书。
用于日常生活，如扎袋子拴家什什么的。 还
政权的设立， 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和
有一些塑料绳，老人打了篮子、篓子送人。
文化的发展。土地的肥沃，山清水秀的地理
老人从哪里来，祖籍何方，过去干过什 生态环境，以及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都使
么。这一切就如一团谜，装载在老人微微驼 钟祥成为寿星最集中的地方。
起的背中。老人从不对旁人讲他的过往，无
如今的钟祥，不仅有长寿镇、长寿村、
论是周围的邻居，还是乡村、镇干部，甚至 长寿河，而且还传承下九华寨、胡子岩、龟
他最亲近的女儿女婿，对老人的从前，都知 鹤池等许多与长寿有关的传说和地名。
之甚少。 周围的人们只能从老人平时不经
在胡集镇虎山村 6 组， 有位叫王大英
意中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里， 感受到他坎 的老奶奶，今年已 113 岁的高龄，是目前
钟祥市年龄最大的长寿老奶奶。 老人生了
坷的过往和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听说李家才老人年轻时曾被抓过壮 七个儿女，最后却只成活了一个女儿。老人
丁。 他扛过枪、打过仗。 新中国成立前来到 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最后才找堂弟过

一些办公室“白领”，常常加班、饮食不规
律，每天面临着还贷、职场竞争等压力。在
酷热夏季，一件小事就可能让他们把一直
压抑的负面情绪爆发出来。
二是不善于与人沟通的人。这一类人
遇到烦恼事，不善于自我调节处理，也无
处倾诉，在令人烦躁不安的“桑拿天”，更
容易出现情绪失控。
三是平时心理承受力脆弱，情绪波动
大的人。这个季节他们常会有一些异常表
现， 如出现打翻热水瓶引起烫伤等意外；
上班提不起精神，易激动；情绪低落，不能
静心思考；肝火随着气温往上升。
四是争强好胜者。 这一类人个性鲜
明，闷热天气，更容易与人发生摩擦，不依
不饶、非要分出高低。
五是患有其他疾病者。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哮喘、厌食症等疾病的人，天气炎

张俊峰介绍，所有的精神、心理问题
不能单纯依赖药物解决，必须结合自我调
三驾马车”协同处理。 在
节和心理咨询，“
夏季，越是天热，越要心静，遇事戒躁戒
怒，心平气和。“
情绪中暑”主要靠自我调
节，市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让自己“心静
自然凉”。
一要找到易怒的原因。很多人随口就
会叫嚷“
烦死了”，但究竟是什么导致自己
心情烦躁却不清楚。必须找到
“无名火”原
因，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二要学会发泄负面情绪。 调节自己的
情绪，可选择去做运动，比如游泳，又比如
在凉风习习的傍晚，去湖边散散步。 心烦意
乱时听听轻音乐， 做 10 分钟“心情放松
操”，或找朋友倾诉烦恼，以转移负面情绪
等。
三要调整起居饮食。顺应夏季昼长夜
短的特点，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和生
活节奏，定时起居。 若条件允许最好能睡
个午觉。 室内保持通风、干净、整洁。 饮食
应以清淡为主、 少油脂， 应酌量补充鱼、
虾、瘦肉、蛋、奶和豆制品等高蛋白食物和
含钾丰富的新鲜蔬果等。

继了一个儿子， 现已六十多岁， 在外地打
秘诀四：长寿文化处处见
工。女儿早年远嫁他乡，现已 80 多岁，偶尔
回来看看老人。
政府关爱不含糊
老奶奶长期靠在儿子名下，儿子儿媳都
源远流长的长寿历史积淀下丰富多彩
很孝顺，儿子常年在外打工，经常给老人寄
点零花钱， 平时她的生活起居全由儿媳承 的长寿文化。 钟祥不仅拥有丰富的长寿地
担。 儿媳在镇上跟一家企业烧火。 每日上班 名和百岁文化，而且在钟祥博物馆内，至今
前，儿媳就把老人的午饭菜烧好，放在电饭 还珍藏着一幅 100 多年前钟祥人创作的
煲里。老人看着床边的时钟，一到上午 11 点 “
百岁印谱”。
和下午 4 点就自己吃饭。 一日两餐，多以素
钟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它采用
食为主。 老人要大小便，也自己拄着双拐到 了中国传统的印章手法， 用绘画的形式画
离房间 50 米外的厕所去，生活非常规律。
出来，应该说还是一种书画作品，但仔细一
王大英老人耳聪目明，讲话清晰，大脑 看呢，是印的表现形式，这种寿字的表现方
反应灵敏。 当我们问到她的小脚比一般人 法，目前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不说它是
的小脚大时， 老人风趣地说：“因为我干活 孤品，但肯定是极为罕见的。
多走路多，小脚也变成了大脚。”老人还讲：
钟祥博物馆里还存有两副与“长寿”相
过去姑娘出嫁坐轿子，来人只看脚的大小， 关的藏品，一副名称叫做
“花甲重周”。所谓
如果是小脚就是女的， 如果是大脚就是男 花甲年就是 60 一花甲，重周呢，就是 120
的，来接亲的看到是大脚扭头就走。老人很 寿，120 寿当然是高寿了； 另外一幅叫做
自豪地说，我这一生没有害过大病，没有住 “
百寿全图”，作品取材于诗词典籍，包含有
过院……
寿字的美言锦句。 可以这样说，盼长寿、想
在胡集镇的丽阳村三组， 还有个名叫 长命百岁的长寿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代代
王兴兰的大脚老人，103 岁，老人一生生育 钟祥人的心中。
九个儿女目前健在的有五个，五代同堂，全
尊老、爱老、敬老的好传统也在钟祥市
家人口近 100 人。 老人的大脚我们感到很 代代相传。 早在 1986 年，钟祥市在全国率
好奇， 老人忙解释说， 推翻清政府后的一 先推出对长寿老人的优扶政策，对 70 岁以
天，转斗弯集镇上就贴出门板大的告示，女 上的老人在乘车、就医、办证等实行优先服
人不准再裹小脚。父亲看到这一消息后，赶 务和减免，发放老人高龄补贴，对百岁老人
紧跑回来就把我和姐姐的裹脚布全部剪 实行“五个一工程”。
掉，姐姐的裹脚布虽然剪了，但小脚已经成
钟祥市民政局干部介绍说，“五个一工
型无法改变，我呢，这才成了大脚。 在一旁 程” 即为每位年满百岁老人送一台彩色电
的大女儿郭传香插话说， 妈做了一辈子好 视机，每人每月补助 500 元，每年进行一
事，一辈子帮忙接生，接生的娃子无数，最 次免费体检，每年上门慰问一次，为当年满
大的记不清几十岁，最小的仅有十岁。提起 百岁老人祝寿。评选敬老楷模，形成敬老爱
那次接生，103 岁的王兴兰老人激动不己。 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那时她已 93 岁高龄了。 那天夜晚风雨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钟祥这片风水宝
加，伸手不见五指。邻近的放马山磷矿有一 地，养育了长寿这方人。优美的自然环境虽
四川人在工棚里要生了。 老人毫不犹豫前 不可复制，但可营造、保护、发展。
去帮忙接生。待娃娃呱呱坠地时，大水已将
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每个人都想知
漫到床上，老人自己也早已累得满头大汗。 道长寿的秘诀，其实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自
像这样的好事，老人数也数不清。
己，要
“
活”就要
“
动”，多劳动多活动多运动。
钟祥的百岁老人实在太多， 在汉江钟
祥段的下游， 有一个村子干脆就叫做了百
岁村。百岁村里有一座百岁桥，传说从这座
桥上走过，就可以长命百岁。而这座桥上也
确实走出了很多的百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