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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辞典

■心理关注

有时候， 人错过的
不是缘分， 不是机会，
而是默契的坚持。 没有
坚持则擦肩而过， 没有
默契则日渐疏远， 我们
经常选择的， 不一定是
最需要的， 而是比较容
易和比较适合的。 而最
需要的， 可能是终其一
生的梦想。

幸福就像是一只蝴
蝶， 当你费心去追逐它
时， 往往难以到手； 但
是， 当你安静地坐下时，
它却会有可能降落到你
身上。

张欣然 （云南）

我是一个船员， 第一次出海。
出来快一个月了， 对大海的新鲜
劲已过， 无边的孤寂和思乡之情
如一张看不见的网笼罩着我。

上船前， 母亲用月牙镰刀割
了几撮水盆里养的蒜苗， 包了一
顿可口的饺子为我饯行 。 母亲
说 ： “儿行千里母担忧 ， 孩子
呀， 你第一次出远门， 还是去摸
不到边的大海， 脚也踩不到黄土
地， 要是想家了， 或是遇上糟心
事， 就生一盆蒜苗吧！” 我笑母
亲杞人忧天， 我又不是女孩子，
怎么会做那么无聊的事？

后来， 海上起风了， 轮船摇
晃得很厉害， 我的胃开始翻江倒
海， 两条腿轻飘飘的， 落不到实
处 。 我开始思念家乡 ， 想念陆
地， 我的心里除了苦味， 再也容
不了别的了。 蓦然， 我想起了母
亲的话。

我蹒跚着去餐厅拿了一个不

锈钢小盆， 又找到几头已钻出嫩
黄色蒜芽的蒜头 ， 把蒜浸入水
中。 蒜芽开始使劲往上拱， 嫩黄
色开始变成嫩绿色， 青绿色， 一
点点往高处长。 晕船时， 我看着
蒜苗， 蒜苗也看着我。 我无言，
它也无言。 可是， 我能感觉我和
蒜苗心心相通， 它那蓬勃向上的
热情感染着我。 为了防止它的根
腐烂， 我经常给它换清水， 让蒜
苗有一个清爽的生存环境。 当我
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小蒜
苗身上时， 我竟忘记了晕船， 开
始慢慢地适应了船上的生活。

我把长得碧绿欲滴的蒜苗图
片发了朋友圈， 获得点赞无数。
在这苍茫的大海中， 母亲未卜先
知， 她把一粒希望的种子种在我
的心里 ， 在我遇到恶劣的环境
时， 那粒种子开始悄悄地发芽，
长成青葱， 碧绿了这深不可测的
海的咆哮。

3 个月后， 我依然在海面上
飘浮着， 黄土地不在， 母亲也不
在我身边， 但是母亲的话却让我
坚强， 让我的心如大海一般地辽
阔。

你若坚强， 风浪俱静。
宫佳 (辽宁)

长期以来， 人们一般对女性
更年期的心理健康比较重视， 而
对男性更年期的生理心理变化则
较少谈及。 其实， 男性也有更年
期， 不过男性更年期比女性来得
晚些， 如烦躁不安、 心慌、 疲劳、
抑郁、 性功能减退等。 对此专家
认为， 做好男性更年期的心理调
适， 帮助他们安全度过更年期 ，
与女性同样重要。

以静制动 进入更年期的男
性， 应该学习掌握一些更年期常
识， 了解自己生理和心理发生的
某些变化， 然后泰然处之， 对自
己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不必
惊慌。

学会制怒 由于雄性激素的
作用， 男性较女性来说， 容易发
怒。 在更年期由于内分泌紊乱 ，
更容易发怒。 《黄帝内经 》 云 ：
“怒伤肝”。 怒作为一种强烈的情
绪， 比其他情绪带有更强的感染
性和蔓延性。 所以处在更年期的
男性， 不要随意发怒， 要学会运
用种种方法来 “制怒”。

运动锻炼 不要没事一个人整
日闷在家里，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参加一些体育锻炼， 如散步、 打
康乐球、 太极拳、 做老年操等。

心理宣泄 在生活中， 遇到
头痛的事情产生不良情绪时， 不
要闷在心里， 而应想办法将其宣
泄出来。 一是自我劝导， 自我解
脱， 学会换一个角度思考。 二是
借助他人进行情绪 “释放”。 心里
有了郁闷， 可以找自己的同乡 、
同学、 战友、 知心朋友倾诉， 或
大哭一场， 把心里的郁闷宣泄出
来， 会顿感轻松。

生活规律 吃饭要有规律， 不
暴饮暴食； 饮酒要适量， 不可贪
杯； 早睡早起， 晚上看电视要有
选择性， 不要一坐就是数小时 。
在看电视的过程中， 要见缝插针
地进行坐式活动或站式活动， 促
进肢体血液循环， 防止疲劳。 事
实证明， 规律的生活习惯， 不仅
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还有
助于培养自己的良好心境。

家人关爱 从生理角度讲 ，
男性更年期较女性大约要晚 5~10
年。 所以说当丈夫进入更年期 ，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异常表现时 ，
家人， 特别是妻子一定要体谅和
关心丈夫， 千万不要无端地指责，
要以自己更年期时的心情劝导丈
夫。 夫妻相互安慰， 是健康安全
度过更年期的良药。

朱本浩 (山东)

17 岁的夏同学性格内向，
孤僻， 初二时喜欢地理老师， 但
因为老师已婚， 又觉得喜欢老师
是不对的， 怕老师看出自己的想
法， 不敢与老师对视， 逐渐发展
到对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敢对视，
不敢出现在公共场合， 在公共场
所就会脸红、 心慌、 胸闷、 手心
出汗等， 就诊时已不能正常上
学， 视为社交恐惧症。 医生建议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联合生物反馈
治疗， 效果良好， 第 6 次治疗后
可与家人对视， 第 20 次治疗后
可与同学看电影。

生物反馈疗法是利用现代生
理科学仪器， 通过人体内生理或

病理信息的自身反馈， 使患者经
过特殊训练后， 进行有意识的意
念控制和心理训练， 从而消除病
理过程、 恢复身心健康的新型心
理治疗方法。 此疗法训练目的明
确、 直观有效、 指标精确， 因而
求治者无任何痛苦和副作用， 广
泛应用于神经性疼痛 、 物质依
赖 、 创伤后应激障碍 、 情景放
松、 应激管理、 焦虑症、 儿童多
动症和抽动症。

具体治疗方案如下：
1. 治疗师详细了解病因病

史， 做到心中有数。 治疗前与患
者有简短的谈话， 了解学历， 工
作生活， 家庭情况， 用心发现对

治疗有用的信息， 说明治疗过程
及目的。

2. 连接设备， 并指导患者进
行正确训练， 及时做好记录。

3. 治疗结束后， 让受训者体
会治疗心得， 解释其反馈数据的
意义， 给予肯定和鼓励。

4. 患者在训练过程中逐渐掌
握方法， 如果有好的感觉， 治疗师
一定要提示 “保持记住这个感觉”。

5. 治疗疗程： 生物反馈 10-
20 次一个疗程， 每天 1 次， 每次
30分钟， 属于国家医疗保险范围。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神科 心理咨询师 彭瑛

副主任医师 李卫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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