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有关资料表明， 目前
很多现代的城市人性爱频
度其实是偏低的。 医学临床
上发现不少性生活不和谐而
怀疑自己性功能出现障碍
的患者， 检测结果却显示，
他们的夜间勃起和晨勃次
数、 精子质量都是正常的，
他们性生活不和谐， 源自
工作、 家庭、 感情等各方
面的压力。

相反， 文化水平和生活

压力相对低的村镇居民， 性
满足感要比城市人高得多。
与城市患者相反， 不少农村
不孕不育患者， 因天天晚上
有性生活， 他们的精子密度
降低， 进而出现难以受孕的
情况。

性学专家表示， 性爱的
频度， 因人而异， 我们强调
的还是适度、 和谐， 只要满
足双方的需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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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老公结婚已经
两年， 婚后一直过得很
甜蜜。 最近， 老公突然
跟她说想离婚， 她一下
子怔住了。

老公道出离婚原因：
他每天都惶恐不安地生
活在各种测试阴影中。
“你隔三岔五就让我做几
道婚姻测试题， 现在我
一看到那些试题便头昏
脑涨。”

每次看杂志报纸，
或者手机短信 ， 只要
发现有婚姻爱情测试
题 ， 她就会情不自禁
地让老公看， 然后逼着
他选择。 其实， 她心里
也明白， 这样的测试题
只能娱乐消遣， 并不靠
谱。 可一旦老公的答案
与她心中所想相差甚
远时 ， 她还是忍不住
生气 ， 任老公怎么解
释都无济于事。

老 公 生 气 地 说 ：
“有一次你测试出我有外
遇， 无论我如何解释你
都不理会 。 你宁可相
信那些小小的测试题，
也不肯相信与你朝夕
相处的老公。 难道我们
的婚姻还不如那些测试
题吗？”

回想过去， 她突然
发觉自己太过分， 太愚
蠢了， 竟然用小小的试
题来检测自己原本幸福
的婚姻。 望着黯然神伤
的老公， 她非常内疚 ，
轻声说道：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让你做那些测
试了， 我要用心来经营
我们的婚姻。 亲爱的，
你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
会吗？”

过了一会儿， 老公
点了点头， 说： “其实，
心灵才是婚姻的测试器，
只有它能测试我们的婚
姻， 你觉得呢？” 顷刻
间， 泪水划过她微笑的
脸颊。

汪亭

春天是抑郁症患者自
杀多发期。

春天天气多变， 气压
不稳， 潮湿郁闷， 容易令
情绪起伏不定， 尤其以女
性多见。 如果神经系统适
应变化能力差， 很容易出
现烦躁不安、 敏感多疑、
狂妄易怒甚至沮丧和抑郁
的情况， 若不尽早注意防
治， 则可能产生心理、 精
神疾患。

据了解， 湖南省脑科
医院心理咨询科病人最近
增加了 30%左右， 抑郁、
焦虑等患者病情反复， 频
频出现情绪低落、 烦躁、
失眠等症状， 有个别案例
甚至有自杀的想法和行为。

那些病情不稳定的抑
郁症患者， 应多注意自己
的情绪变化， 如果出现情
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症状，
最好及时看医生， 调整药
物，以稳定病情。同时，家人
也要细心观察病人的情绪，
给予更多的关心。

承受严重心理压力的
职场人士要重视自己的心

理情绪变化， 尤其是那些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抑
郁症的“潜伏患者”， 危险
性更大。 专家指出， 抑郁
症的症状较为隐匿， 如果
出现以下四大核心症状，
一定要引起重视， 应该积
极就医。

1、 情绪低落： 心情很
坏， 很沉重， 时常高兴不
起来。

2、 快感丧失： 做什么

事情都无法获得乐趣， 从
事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只
是为了消磨时间， 形同行
尸走肉。

3、 兴趣丧失： 对任何
事物都缺乏兴趣， 离群索
居， 不愿见人。

4、 精力丧失： 什么也
不想干， 想做也做不成，
有时病人自己也想振作精
神， 可怎么也振作不起来，
力不从心。 加上入睡困难，

这就使得病人十分痛苦，
想到要自杀。

以上症状是抑郁症的
典型症状， 面临巨大压力
的职场人士， 如果出现以
上症状， 不要以为只是一
时的负面情绪而回避就医。
当发现自己有压力或抑郁
时， 应及时做好自我调节，
排解压力和抑郁情绪， 并
主动接受治疗。

湖南省脑科医院 杨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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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关注

———抑郁症
[新闻回放] 在阴雨绵绵的 3 月 18 日， 一名叫“走饭” 的微博网友发了最后一条微博： “我有

抑郁症， 所以就去死一死， 没什么重要的原因， 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 拜拜啦。”
“走饭” 自杀前几天， 她的很多微博都流露出了抑郁的倾向。 比如“我一点都不强大， 我就想

躲谁胳膊底下睡懒觉”、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别人怪我蠢”、 “不管谁对我说重话我
都无所谓， 不过十分钟后我会躲到厕所里哭”。

近日微博发布投票： “您是否正在或曾经有过焦虑、 抑郁等心理疾病症状”， 有超过 1800 人投
票。 其中， 52.6%的网友表示“生活、 工作、 学习压力大， 是有这样的经历”， 15.7%的网友表示

“正处于这样的困扰之中， 但是不觉得有很大问题”， 20.1%的网友表示“正处于这样的困扰之中， 希
望得到心理治疗”， 只有 11.6%的网友表示“没有， 我很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

抑郁症主要是一种内
源性疾病， 对于中重度以
上抑郁症， 应以抗抑郁药
物治疗为主， 辅以心理治
疗。

目前， 抑郁症的治疗
技术已相当成熟， 只要
规范治疗， 绝大多数抑
郁症都能治好。 一般来
说， 患者用药 2 -3 周就
能见效， 低落情绪得到
改善。 不过， 不少抑郁
症患者讳疾忌医或不愿

吃药， 一是担心药物依
赖、 会上瘾； 二是担心药
物的毒副作用。 其实， 新
型抗抑郁药物大多没有严
重的副作用， 虽然有些人
用药后会出现头晕、 恶心
等不良反应， 但这些不良
反应通常是一过性的， 随
着治疗的进行会逐渐消
退。 更何况， 有经验的医
生会尽可能减少这些药物
的不良反应。

我们应多留意自己身

边的人， 当他们有不幸的
事情发生时， 多关心他们；
当他们有抑郁症状时， 要
建议他们看心理医生； 当
他们有异常的行为时， 就
更要警惕了， 大多数人自
杀前会发出求救信号。 其
实， 很多人的自杀只是情
绪低落时的想法或行为，
当他们的抑郁症得到改善
后， 抑郁症病人是不再想
自杀的。

张宏耕

春天的情绪陷阱

多数抑郁症能治好
相关链接

■心理漫画

周锐 作

生存压力太大
城里人性爱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