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鸡汤

每个人的心里都
有一片海， 自己不扬
帆， 没人帮你启航。
只有拼出来的成功，
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
搏到感动自己， 美好
的一天从奋斗开始。

人生的成败兴衰，
浓淡缓急， 无不体现
在对分寸的把握之中。
做人有分寸， 是人生
的最高境界； 做事有
尺度， 是人生的最大
学问。

刘艳萍 (宁夏)

有一个青年， 满怀壮志， 想要成
就人生的辉煌， 却穷得连一件像样的
西服都买不起。 但是， 即使身上穿着
地摊上买来的廉价的处理品、 他依然
不改初衷， 他想成为一名影星。 当时
好莱坞有 500 家电影公司， 这使他看
到了希望。 他想： “只要有一家公司
肯给我演戏的机会， 我就成功了。”

就这样， 没有任何背景， 也没有
任何熟人与关系的他， 手拿着专门为
自己打造的剧本一一前去拜访那些电
影公司， 却遭到不约而合的拒绝。 第
一轮拜访失败了， 500 家电影公司统
统都拒绝了他。

他不肯放弃， 随即开始了第二轮
拜访。 但第二次， 依然全面败北， 没
有一家电影公司相信起用他拍的电影
会赚钱。 他不服气， 开始了第三轮尝
试。 结果和前两次一样， 依然是无功
而返。

这时候， 他已经穷得连饭都快吃

不起了。 家人和朋友都劝他改行， 随
便找个其他工作， 养家糊口要紧。 但
他说： “不， 我相信有一天， 所有人
都会去影院看我拍的电影的。”

鼓足勇气 ， 他开始了第四轮拜
访。 在拜访到第 350 家电影公司时收
获了意外的惊喜， 这家电影公司被他
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感动， 表示愿意
先看看剧本。 于是， 他留下了剧本，
回家了。

几天后， 他接到了这家电影公司
打来的电话， 约他去公司详谈。 这之
后， 他终于获得了出演该剧男主角的
机会。 不久， 电影 《洛奇》 就和大家
见面了。 票房大卖， 这个年青人立刻
成了当红影星， 拥有了无数粉丝， 红
得发紫。

他就是国际巨星史泰龙。 我们不
知道要多勇敢才能承受 1850 次拒绝，
但就是这样的勇气， 最终成就了史泰
龙的传奇人生。 夏爱华

■心理关注

２０18年4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com 版式：胡雪文16 心灵家园

很多人都有类似强迫的
性格或者行为习惯， 比如把
书摆得整整齐齐的， 把屋子
收拾得干干净净， 否则就不
舒服等； 也有很多人会有一
些强迫仪式， 比如很多人会
强迫性计数， 某些重要的事
情一定要重复做几遍才能放
心。 那么他们到底算不算强
迫症呢？ 如果仅仅是以上所
述， 当然不算强迫症。 他们
虽然表现得和强迫症非常类
似甚至相同， 但是典型的强
迫症必须满足以下几点：

1、 同样是反复想一件
事或者反复做一件事情， 强
迫症患者会觉得这个反复的
过程令他不舒服、 是痛苦的。
而我们平常人有的那些反复
是觉得有必要， 觉得这样做
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完成
得更加完美， 才能符合自己
的要求或者希望， 比如歌手
曹格亲吻舞台很可能就是出
于对自己的祝福、 祈祷， 稳
定自己的情绪， 以利于更好
的发挥。 而强迫症患者反复
洗手、 检查门锁等等， 他自
己都觉得这样做没有积极意
义。

2、 同样是想强迫自己
不去反复想 ， 不去反复做 ，
但是平常人会靠着坚强的意
志努力克服外界的干扰而坚
持再坚持， 直到完成， 回忆
整个过程是充满成就感的 。
但强迫症患者却时刻与自己
的强迫思维或行为作斗争 ，
而结果总是失败， 于是只好
不断地反复去想去做， 回忆
整个心理过程是倍受打击 、
无助并无奈的。

3、 强迫思维或者强迫
行为对功能的影响是不同的。
平常人会因此而受益， 把事
情做得更好更完美， 当事情
完成后， 强迫的东西会也同
样停止， 直到做下一个新的
事情。 但强迫症患者会因为
强迫症状而耽误重要的生活
和学习， 而且无法自行摆脱，
一直纠缠于那些没有建设性
意义的事情上面， 比如反复
洗手 1 个小时以至于把手都
洗破了， 反复回去检查门锁
以至于没办法按时上班等。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
赵立辉

误区一： 抑郁症只是“想不
开”。 据数据统计， 我国抑郁症患
病率约 5%， 患者约 4000 万人， 这
其中只有不到 10%的人寻求医生帮
助。 很多人对抑郁症仍有误解， 以
为抑郁只是想不开， 多出去活动或
找人聊天开解即可缓解， 其实抑郁
症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大脑紊乱疾
病。 轻度的抑郁， 通过咨询心理医
生等方式确实有效， 但中度以上的
抑郁， 必须依靠药物帮助。 抑郁症
并非单纯想不开， 而是患者大脑发
生器质性改变， 像五羟色胺、 多巴
胺、 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出现
下降， 神经细胞之间信号传递出现
问题， 导致控制情绪、 认知、 躯体
功能的各个神经环路出现问题。 如
果我们不用药物去补充替代这些化
学物质， 我们做再多的心理治疗也
不能缓解症状。 很多人宁愿看神经
内科， 也不愿意去精神科就诊， 担
心被扣上 “精神病 ” 的帽子 。 其
实， 抑郁症的诊断需要非常专业的
医生， 例如抑郁也分单相和双相，
单相抑郁以情绪低落、 思维减慢等
表现为主， 而双相抑郁有时会表现
为躁狂 、 兴奋 、 话多 、 行为冲动
等， 通常儿童中会比较多。 两种抑
郁的治疗方案不同， 如果双相抑郁

单纯用抗抑郁药物会诱发躁狂， 加
重病情。

误区二： 抑郁主要是情绪问
题。 抑郁症的发病是遗传易感性和
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的研究
还未发现抑郁和特定的单个基因突
变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 患有糖尿
病、 高血压、 心脑血管病、 颈椎病
等躯体疾病的患者， 容易伴发抑郁
焦虑。 反过来， 抑郁焦虑也会导致
高血压、 高血糖等难以控制， “有
的患者服用了 3 年降压药血压也降
不下来， 用了抗焦虑药后， 血压马
上控制好了。 临床上称之为 “身心
共病”。 抑郁症有三大类症状： 一
是情绪问题， 如出现低落、 悲观、
消极等； 二是躯体症状， 患者感觉
全身不舒服， 但通常从头查到脚都
检查不出问题； 三是有认知障碍，
如记忆力不好 ， 注意力无法集中
等。 抑郁症会导致气短、 嗳气、 打
嗝、 胃胀、 便秘、 腹泻或者女性月
经不调、 内分泌紊乱等全身问题，
但很多患者不知道这一点。 很多抑
郁焦虑患者首诊是在综合医院， 而
且是在心血管科、 呼吸科、 神经内
科、 妇产科等等， 有的抑郁症患者
经常胃不舒服， 通常会反复到消化
科做胃镜和各项检查。

误区三： 抑郁症吃药会“上
瘾”。 不少抑郁症患者担心长期服
用抗抑郁焦虑药物会导致 “变笨”
“上瘾 ”， 产生依赖等问题 。 事实
上， 这也是一大认识误区。 抑郁症
是大脑内化学物质神经递质的下降
导致的， 它是一个慢性反复发作的
病， 慢性病不像感冒几天就好了，
治疗周期本身就比较长， 我们知道
高血压、 糖尿病都是慢性病， 基本
上都是终身服药， 那为何认为吃了
药抑郁改善、 停了药又抑郁发作就
是药物依赖呢？ 抑郁症本身容易反
复发作， 如果服用周期不够， 停了
药肯定会复发， 反复发作两次以上
的抑郁症基本上都要终身服药， 当
然， 维持治疗的药量跟急性期治疗
的量会有不同。 抑郁症用药通常是
3 个月急性期治疗 ， 6 个月巩固 ，
至少服用一年以上。 通常在用药前
一周， 会有口干、 头晕或者是胃肠
道不舒服等副作用， 但一两周后这
些副作用会逐步消失。 不少患者反
映， 原来记忆力不好， 服药治疗后
记忆力还出现改善， 因此 “变笨”
一说无科学依据。 因此， 抑郁症患
者一定要尽早治疗。

济南市工人医院 张乾

全身不舒服，也许是抑郁啦

承受了 1850 次拒绝的人

并非有强迫行为
就是强迫症

年过花甲的陈女士最近经常头晕、 心悸、 周
身不舒服， 到医院心内科、 消化科、 神经内科甚
至眼科， 挨个科室轮流做检查， 却查不出到底患
的是何病， 最终陈女士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
症， 服药后这些症状得到缓解甚至消失了。 其实，
像陈女士这样的情况在临床经常遇到， 抑郁症的
躯体化表现应该引起重视。 通常说来， 人们对抑
郁症的认知主要存在三大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