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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孤独 偏执妄想
!"#$%&'()*+,“陶主任，
您能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都快憋死啦！”刚在我面前就诊落
座的晓芳（化名）急急地说。抬眼望
去，双眸里满是期望，
尽管今天病人
还是很多，但是我决定还是要认真
听一听晓芳的故事。
原 来 ，5
5岁 的 晓 芳 夫 妻 俩 是
从上海支内到贵州的，回沪后生活
拮据但夫妻恩爱，遗憾的是丈夫因
肺癌晚期半年就病故了，不会做家
务的晓芳天天以泪洗面。直到偶然
遇到小学同学林子，得知其妻因车
祸丧生，两个苦命的人走到了一
起，她非常珍惜第二个男人，但是，
林子又得了胃癌！
“我要崩溃了，我
每天都躲起来哭，浑身难受，睡不
着，吃不下，我觉得大哭一场心里
才能痛快些。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
意思啊！”
无独有偶。59岁的李来 （化
名）是女儿陪同前来就诊，就在李
来到隔壁诊室检测的空挡，李来的
女儿赶紧述说母亲的病况：发现母
亲情绪异常是在去年的暑假，女儿
回老家山东看望父母，发现母亲总
是对着父亲发飙，面红耳赤，语气
激烈，言辞刻薄，责怪父亲感情外
移，有“小三”，有时不顾有外人在
场也照样恶语责骂父亲，父亲根本
无法和母亲沟通而委屈得悄悄落

泪。亲朋好友也都感觉到母亲的变
化，但是母亲坚持自己的“推论”。
在上海从事教师工作的女儿意识
到母亲的心理情绪有问题，哄着母
亲来就诊。
经过“更年期评分量表”和“绝
经指数”的测定，提示晓芳和李来均
患有更年期抑郁症，晓芳的遭遇不
仅是更年期抑郁症的诱发因素，而
且也是加重更年期抑郁症的原因。
李来表现的是多疑、偏执、妄想，属
于更年期情绪障碍。
更年期，医学上称围绝经期，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它定义为
4
0岁左右的任何时期开始出现与
绝经相关的内分泌学、生物学与临
床特征至绝经 12月以内的时期，
预示着衰老即将到来。女性一生中
从生育能力旺盛时期进入围绝经
期直至老年期是一个必然的生理
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生理变化是
—卵巢其 分
女性的重要性器官——
泌雌激素的功能减退，由于雌激素
的下降引起不同程度的内分泌、躯
体和心理方面的变化。据统计有
2/
3的妇女可以出现各种更年期的
症状，仅 10
-1
5%的妇女由于症状
严重而就医。躯体的症状主要表现
为潮热、盗汗、月经失调等。随着人
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教

育知识的普及，大多数女性对上述
症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然而
发生率较高的神经精神症状却容
易被忽视。其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
退、易激惹（怒）、失眠、乏力、头痛
和心慌等。有调查报道围绝经期神
经精神症状的发生率达 58%，其中
忧郁 （78%）、淡漠 （65%）、激动
（7
2%）、失 眠（52%）。 约 1/
3有 头
痛，头部紧箍感，枕部和颈部疼痛
向背部放射。也有人出现感觉异
常，常见的有走路漂浮，登高眩晕，
皮肤划痕、瘙痒及蚁走感，咽喉部
异物梗阻等.围绝经期出现的情绪
障碍更使当事人和家庭中成员痛
苦不堪。引起上述症状的原因除了
卵巢功能减退以外，还与社会和心
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有着较高的
事业心和成就感，工作压力大，因
而神经精神症状的发生率就高。另
外她们也十分关注自己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质量，该时期的女性心理
伴随怕衰老的现象，会十分在乎身
体变老的现象，如长出白头发，皱
纹爬上额头等。担心生病，特别是
由于生理改变引起的躯体不适往
往被认为是患了严重的疾病，到处
求医问药，却得不到满意的结论，
因而产生了焦虑心理，围绝经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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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麻醉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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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曾
接触他们，你就想
像不到他们的工
作有多繁杂，又有
多重要。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麻
醉科主任、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汇医院麻醉科
学科带头人仓静医生借用医学界广为流传
着的一句话来概括麻醉医生的重要性：
“外
科医生管‘病’
，麻醉医生管‘命’”
。一名主
治医生一周至少工作五天，平均每天承担
近十台手术。“忙得像个陀螺”是对这些麻
醉医生们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然而，仓静医生更喜欢把麻醉医生的
工作总结为：
“有时也会惊心动魄，但更多
的是润物无声的细水长流。”去年 6月，本
报曾报道过的我国首例依靠人工全静脉营
养维持生命的“无肠女”周绮思，在与病魔
抗争了 30年、为世界医学界在无肠生存领
域创造了无数的“第一”后划上了生命的句
号。这则新闻很多人知道，但人们并不知
道，三十年来正是中山医院的麻醉科医生
守护着这位“无肠女”那根维系着生命的静
脉营养管路，也正是中山医院麻醉科通过
与科学院研究后，想尽办法使这个管子不
凝结不感染，国外最多使用一两个月的管
子，在“无肠女”身上能用上 5年，而且整整
坚持了 30年。这份无声的守护，
令人称奇。
仓静医生告诉我们，近年来麻醉医生
越来越关注整个围手术期的精细化麻醉管
理对加速患者术后康复的积极作用。比如
术前良好的评估和麻醉方案的制定，术中
的体温保护和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术后
早期苏醒、恶心呕吐的预防和术后疼痛的
治疗等。同时，麻醉科作为全院的平台科
室，所要满足的不仅是各外科科室的需要，
其业务领域还在不断地拓展，在急诊科、内
科、妇产科等临床各科的诊疗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专家有约

采访中，仓静医生还特别介绍了麻醉医
生在舒适分娩中所起的作用。产妇在正常分
娩期间感受到严重疼痛的时候，体内会大量
释放一类叫做儿茶酚胺的物质，这对于产妇
和胎儿都有不利的影响。目前在发达国家，
绝大多数妇女都会选择采用无痛分娩进行
生产。
“确切地说，
无痛分娩的无痛并不是绝
对‘无感觉’，只是减轻分娩所带来疼痛，在
不影响产妇宫缩和产程的前提下，产妇可以
享受做妈妈的乐趣。”仓静医生解释道，
“目
前分娩镇痛较常采用的方式是硬膜外镇痛，
通过向硬膜外腔注射局麻药以阻断支配子
宫的感觉神经，减少疼痛向中枢神经的传
递。而且由于所用的药物的浓度很低，对产
妇的宫缩不会产生影响。同时，国外也有非
常详尽的研究证实，硬膜外镇痛和麻醉对产
妇和胎儿都是安全的，但是仍需要麻醉医生
对适应症进行准确的判断并熟练地实施该
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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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症未得到及时指导后产生的焦
虑状况，常常由于很小的刺激而引
起大的情绪波动，爱生气和产生敌
对情绪，精神分散难以集中，进一
步发展可能出现悲观心理，使生活
质量、健康状况受到影响。
耐心倾听是作为医生、家人帮
助患者摆脱困扰的重要治疗方法
之一，作为患者则要求她们可以寻
找值得信赖的亲人或朋友积极倾
诉，以解决思想上的压力、心中的

苦闷，也可以通过“歌唱疗法”
“运
动疗法”进行宣泄。针对晓芳和李
来的情况，在为她们制定激素补充
治疗加上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同时，
更多的还是劝慰她们如何看待人
生，如何积极治疗，在医生和家人
的关爱下，更年期抑郁症患者一定
能够走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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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枫林：
中医药咨询盛夏大放送
GHI JKL MNOP骄阳似火，
养生保健的需求更火。
“庆七一暨贯彻落实
《中医药法》，
共创全国文明城区”大型中医
药医疗咨询活动日前在东安公园举行。摆
成长龙阵的咨询摊位，汇聚了数十位名中
医，
向络绎前来的市民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本次活动得到区卫计委指导，由龙华
医院、枫林街道、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办。来自龙华医院的上海市名中医、名
中医工作室等专家团队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师等，为市民提供中医药医疗咨
询、中草药辨识、中医护理咨询，并发放中
医药科普资料。现场还展出了大量宣传展

板，介绍名医特色、中医常识以及跟市民
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知识等。身穿白大褂
的医生们不畏酷暑，耐心解答市民们的求
医问药，普及养生保健知识。一位老年居
民说：
“展板上有介绍，可以很方便找到自
己需要的医生。而且年纪大了毛病多，来
一趟可以都问一遍，非常好。”现场咨询者
众多，但大家依次等候，量血压的摊位还
排起了长队，秩序井然。
枫林街道表示，举办大型中医药医疗
咨询活动，是在区域大党建平台上联手社
区单位，借助枫林地区的中医药特色和优
势，共同服务百姓健康，
打造健康枫林。

遵守
“五个注意” 安度炎热夏天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冠心病病人如何才
能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
以下“五个注
意”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

注意情绪稳定
“只有心理平衡才能生理平衡，
各脏器功
能正常，
血流通畅，远离心梗的威胁。
”炎热的
夏日可能导致我们更容易心浮气躁，
所以，
冠
心病患者更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平和
待事、待人。
另外，
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有调
查研究表明，每日午睡半小时者比不睡者冠
心病的死亡率要低 3
0
%。

或高脂肪食物；在睡前半小时、
半夜醒来及清
晨起床后最好喝一些开水；也可以多喝绿豆
汤、莲子汤、百合汤、菊花茶、荷叶茶等。此外，
冠心病患者要保持大便通畅，要养成每日一
次定时排便的习惯。
“多吃粗纤维的蔬菜和水
果，如芹菜、香蕉等，适当进食粗粮和麦片有
利于通便。”

注意忌烟限酒
冠心病患者一定不要抽烟，抽烟有百害
而无一利。可以适当饮用葡萄酒，但每天不超
过 80毫升。

注意防暑降温

注意控制体重

冠心病患者在室外活动时应戴遮阳帽并
备足水，天气闷热时，室内可以开启空调，但
温度不要太低，2
5摄氏度左右为宜。锻炼身
体应在清晨较凉爽时进行，切忌在烈日下锻
炼，
锻炼时间也不宜太长。

冠心病患者不宜过多饱食，因为过饱不
仅易导致身体发胖，而且会直接压迫心脏，加
重心脏负担，导致心血管痉挛，
甚至发生心绞
痛和急性心肌梗死。因此，冠心病患者平时宜
少食多餐，
尤其是晚餐以七八分饱为宜。
相信我们的冠心病患者做到以上“五个
注意”，定能安度这个炎炎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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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饮食清淡
应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黑木耳、
豆制品，
可适当吃一些瘦肉、鱼类，
尽量少吃过于油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