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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福州市 59 岁的甲状腺癌患
者许瑞华 （化名）， 查出患癌 2
个多月来， 他整天沉溺于恐惧、
抑郁、 绝望中。 临近手术， 许多
亲人好友都赶来， 像是来“送
终” 一样， 弄得他心里极其痛
苦， 仿佛自己在走向死亡。

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 发
展和转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癌症患者发病后的心理变化， 与
躯体的病理生理改变互为因果，
无论医生还是家属都要重视患者
的心理治疗。

战略藐视、 战术重视
癌症病人首先要 “认命”， 既

来之， 则安之， 自己已经得了癌
症， 先坦然接受， 跟身体内的肿
瘤 “和平相处”。 患者在战略上
藐视癌症， 要相信癌症是可以战
胜的， 给自己希望和信心， 有需
要就找心理医生开点抗焦虑、 抑
郁的药吃。 其次， 在战术上重视
癌症 ， 充分认识癌症仅是一种
“慢性疾病”， 把握好每个治疗细
节， 定期复查， 雷打不动， 一有
问题就及时处理。

随着治疗的深入， 癌症病人
面临着比其他病人更为错综复杂
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活动， 加之目
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癌心理，
周围人们的紧张， 过分的关怀无
形中加重心理负担。 因此， 患者
要与医生积极沟通， 倾吐心中的
苦闷 、 忧愁 、 怨恨 、 委屈和不

幸， 寻求心理支持， 然后经过医
生的分析、 解释和诱导、 劝说，
改变不良认知， 降低病人的消极
情绪反应。

“家庭抗癌” 稀释痛苦
有关医学调查表明， 肿瘤病

人常出现抑郁、 焦虑、 精神错乱
等心理问题， 精神崩溃直接影响
癌症患者疗效 。 尤其是出院以
后， 医院以外的问题医护人员更
顾及不到， 而这时， 家属就能起
到完善和延续临床生理康复治疗
和心理治疗的作用。

患者一旦确诊为癌症后， 家
属同样会有悲观、 恐慌、 绝望情
绪， 会出现不知所措， 到处乱投
医、 盲目问药的失误举动， 这反
过来也会影响患者的情绪， 给患
者增加更多的思想负担。 所以，
患者家属要首先振作起来 ， 用
“自家人” 的身份， 为癌症患者加
油、 鼓劲， 起到调动患者机体的
积极作用， 打消患者的恐惧、 盲
目心态， 增强科学抗癌信心。

生活中， 通过群体抗癌的各
项活动， 家人同样在心理上得到
调整， 获得各方面的抗癌知识。
患者与家属在治疗全过程的方方
面面都容易沟通， 取得共识， 配
合更佳， 组成了抗癌的 “战斗家
庭”。 家庭内部的良好情绪和科
学的抗癌行为， 又进一步影响患
者， 从病情到用药治疗、 家庭护
理， 使治疗结果更加奏效。

心理康复治疗措施的实践 ，
需要肿瘤病人、 亲属与医务人员
之间的相互理解、 配合， 这样才
能取得满意效果。 “家庭抗癌”
容易将痛苦稀释， 因为家属与专
业心理医师治疗相比 ， 隔阂较
少， 更有说服力， 更有对比性。
事实证明， 晚期癌症患者若每星
期都和家属参加一些与治疗康复
有关的集体活动， 其生存期要比
单纯接受治疗的同样患者长。

“居家宁养” 讲究技巧
让癌症患者在家中静养时，

并不是让患者 “回家等死”。 首
先应全面评估患者身心的状况，
制定病人在 “居家宁养” 中的疼
痛治疗、 症状控制等基础用药。
其次， 请专业医生帮助家属做生
理和心理上的护理指导等， 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时间。
同时， 定期请医务人员提供上门
服务、 电话咨询， 随时评估了解
病人病情及生活质量， 并做好相
关护理指导。 患者在熟悉的居家
环境中享受亲人的陪伴， 不仅减
轻了患者身体上的极端痛苦， 最
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们心灵上的抚
慰与支持。

福州总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
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房文铮（吴志 整理）

如果说一个人的智商是骨架的话， 那么情商就
是他的皮囊。 怎样才能提高情商呢？

不抱怨、 不指责 俗话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
过？” 但有多少人能做到绝对体谅？ 事出有因， 不
要轻易说出自认为不痛不痒的批判， 站在别人的
角度看问题。

对生活葆有激情 高情商的人不是没有烦恼，
而是他们会将关注点转移， 保持对生活的激情。 如
果你抱怨工作令你透不过气， 就大胆辞职， 寻找你
要的快乐； 如果做不到， 那就收起抱怨， 好好生
活。

学会沟通与交流 两个人的沟通， 70%是情绪，
30%是内容。 会吵架， 屡次占上风不是高情商， 在
气头上， 也能把最伤人的话吞下去， 这才是聪明的
做法。

多赞美别人 善于发现别人的好的人， 比在鸡
蛋里面挑骨头的人活得简单， 更容易发现快乐。 发
自内心的称赞， 比自以为是的威严更容易拉近距
离。

聆听的好习惯 高情商的人在意见不统一时，
不再固执己见， 而是选择聆听。 如果你不会安慰别
人， 就收起你的 “没关系， 一切都会过去的”， 有
一种温暖， 可以在倾听中慢慢融化， 可以在倾听
中渐渐升华。

不说别人闲话 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 一定
不要片面解读别人。 有这个时间去议论别人， 不如去
提高自己。 如何提高？ 这个时候， 闭上嘴就是提高。

癌症来了，坦然接受

高情商六要素

9 月 10 日是第 15 个世界预防自
杀日， 今年的主题是 “用您一点时
间， 挽救一个生命”。

因生活重负、 病痛不适、 情感伤
害等导致无法承受时， 我们会选择如何
应对？ 多数人应该都会选择用各种办法
来淡忘或解决， 好好活着来诠释对生命
的尊重。 但是， 还是有一部分人会选择
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

65 岁的陈先生是一位退休干部，
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决然地跳进了
湘江， 庆幸的是被人救起后送至医院。

陈先生退休前是长沙市某企业的
领导， 平时身体健康。 然而从退休开
始， 他的生活便走入梦魇， 经常感觉
全身疼痛。 到医院做检查， 结果都是
正常的， 因此， 老伴常常怪他 “没事
找事”。 近两个月内， 老人好几次对
老伴表示要 “死了算了”， 老伴不以
为然。 于是， 陈先生忍受着身体的不
适和无人关心的痛苦， 做出了这样极
端的举动。

“陈先生虽然没有任何躯体的疾
病， 但他全身疼痛的体验是真实存在
的。”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及躯
体疾病精神科魏宏萍副主任医师介
绍， 经检查发现， 陈先生是患了一种
叫做躯体形式障碍的精神疾病， 全身
莫名疼痛是该病的一种表现。 可是家
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以为他是无中
生有， 没事找事， 对待他的态度也漠
不关心， 因此， 患者很容易做出结束
自己生命的极端行为。

自杀实施者多见于家庭关系紧
张、 婚恋纠纷、 人际关系不和谐、 精
神障碍以及一些饱受癌症、 甲亢、 糖
尿病等躯体疾病折磨的群体， 他们通
常会表现为抑郁、 性格改变、 情绪不
稳、 失眠、 沉默寡言等特征。

“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之前， 几
乎都经历过挣扎、 求救、 失望， 并且
大部分自杀行为发生之前都有一些警
示信号。” 魏宏萍说， 如果身边有人
说： “我活得太痛苦了， 没办法忍受
了” “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 是个废
物” “没有我， 你们可能活得更好”
等， 或者行为上的异常改变， 比如突
然坐立不安或沉默寡言、 偷偷焚烧一
些平时珍爱的物品、 到危险地方逗留
等等， 千万不要以为是开玩笑， 这很
可能就是自杀的前兆， 此时， 应该高
度重视。 除了关心、 关注 、 开导之
外， 一定要严密监护， 必要时带患者
去找精神心理专科医生寻求帮助， 还
可以拨打免费健康咨询热线 “12320”
找精神心理专家咨询。

刘莉

世界预防自杀日：

用您一点时间
挽救一个生命

陈英远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