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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至味是团年 。
庚子鼠年的春节却似乎
成了一道记忆的坎儿 ，

一头连着车水马龙、 热闹繁
华的过往， 一头牵起无所畏
惧、 抗击 “疫” 魔的当下。

特殊时期， 祖国经历了
焦灼与心痛， 我们进行了思
考与坚守， 我们也见证着娄

底市中医医院人的使命与忠诚。
“聚” 而不“惧”， 战斗从这

一刻开始 ！ “ 召 必 上 、 战 必
胜”， 我们都是誓与疫魔斗争到
底的战士， 更是战斗共同体、 职
责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我们直
面疫魔， 逆风飞扬， 诠释了医者
的使命与担当。

都是血肉之躯， 都是凡夫俗
子， 谁不害怕瘟疫？ 谁不畏惧死
亡？ 但我们为何如此果敢、 如此
热忱、 如此坚毅？ 因为我们身着
白褂， 肩负救死扶伤、 守护人民
生命健康的光荣使命！ 因为先辈
树立的典范激励我们心如鼎镇，
志如磐石 ！ 在这场无硝烟的战
“疫” 中， 我们的精神叫 “铁的

誓言、 钢的信念”， 我们的力量叫
“众志成城、 攥指成拳”。

我们虽身处不同防线， 步履
匆匆但整齐、 坚定、 有力。 相视
一笑的无声问候， 带给我们彼此
向上的无穷力量！

“辣” 而不“落”， 方法在这
一刻确立！ 引水方知开源不易，
面对病毒的步步紧逼， 病友的害
怕恐慌 ， 防控物资的严重短缺，
工作初始， 如同连绵持续的阴雨
回南天， 处在低气压中。 我们也
曾焦虑、 无奈过， 担心发生任何
纰漏， 会影响疫情防控决策。

但战 “疫” 刻不容缓， 工作
需要前瞻性 ， 病毒狡猾 ， 不能
“蛮干”， 我们迅速调整， 积极应
对， 通过精准辩证制定了 “抗疫
协定方”， 通过 “各抒己见” “辣
味十足” 的研究讨论， 统一思想，
明确隔离防控、 疫情监测、 舆情
应对的科学决策。

预检分诊处， 仔细询问、 体
查患者， 认真把好第一关；

发热门诊内， 严格执行 “一
人一诊一室”， 杜绝交叉感染风险；

隔离区域里， 诊疗工作有条不
紊进行， 确保隔离期内 “零感染”；

一袋袋中药承载着关爱， 火

速送到了各科室、 隔离点、 居民
区、 复工复产企业职工手中， 为
群众筑牢防疫屏障；

一缕缕艾香在门诊大厅正氤
氲弥散……

从担忧到理性， 从低落到奋
起， 我们将力拧成一股， 用劲；
把心聚在一处 ， 发光 ， 坚定着
“严防死守” 的决心， 将张牙舞爪
的 “疫魔” 拒之门外， 绝不落下
战斗脚步！

“笃” 而不“独”， 力量在这
一刻汇聚！ 那些按满红手印的请战
书， 那一句 “无论生死， 不计报
酬” 的心声， 逆行的天使啊， 目光
笃定， 一路上， 汗水、 泪水和血水
化成了力量、 阳光和希望！

我们剪去秀发 ， 收起红装 ，
披上战袍， 挺进前方， 向病毒出
击， 柔弱的肩膀抵挡着随时可能
发生的雪崩。

护目镜后深勒的道道血痕 、
消毒水泡白的双手、 能拧出水来
的湿透的防护服、 数夜未眠后布
满血丝的双眼、 思念亲人时默默
拭去的泪水、 疾驰的脚步、 坚毅的
眼神、 从未退缩的背影……在变
化的数字中， 我们和死神博弈； 在
坚韧的行动中， 我们与疫魔较量。

亲爱的战友， 请珍重！ 春天一定会
如期而至， 一定要平安归来！

“筹” 而不“愁”， 温暖在这
一刻传递！ 鲜红的旗帜指引我们
向前冲锋， 全国一盘棋， 无数个
你我他默默坚守、 勇敢奋战， 如
果用卫星定位， 那必将凝结成一
片让世界惊叹的壮丽的中国红！

疫情抗击战中， 社会各界慷
慨解囊、 雪中送炭， 缓解该院燃
眉之急， 捐款、 捐资汇聚成爱心
洪流， 暖了人心， 强了信心， 增
了勇气， 添了力量！

智能时代心情随海量信息起
起伏伏， 微信平台定期宣教、 及
时辟谣、 传递正能量， 呼吁大家
明辨是非， 积极向上， 心存光明，
保持理智、 清醒与平和的心态，
驱走焦虑、 恐惧与不安。 小空间
虽将我们的距离阻隔， 大爱却将
彼此的心紧紧相连。

“雪里已知春信至， 寒梅点
缀琼枝腻”。 我们用一种不认输的
劲头去坚守， 唱响一首蓬勃向上
的生命赞歌， 走近一个阳光明媚
的春天， 看 “疫” 消 “瘟 ” 散 、
华夏无恙、 枝头满春、 人间吉安！

娄底市中医医院二级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谭华清

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
睡眠和记忆障碍 精神病患者

会出现无明显原因的失眠， 有的即
使是彻夜不眠， 次日仍毫无倦意。
有的患者感到精力过人， 但仔细观
察可发现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
退、 思维内容散漫、 言语杂乱、 动
作增多等。

性格改变 原来是热情、 乐观、
合群 、 善于交往的外向型性格的
人， 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孤独， 对
以往合得来的人亦不理或疏远。

情绪反常 精神病患者的情绪
改变往往是毫无原因的 ， 即使小
“刺激”， 也会引起大 “反应”。 如
狂躁症病人常表现为终日喜气洋
洋， 过分热情。 抑郁症病人则表现
为情绪低落， 抑郁寡欢。 还有一些
病人听到不幸的消息反而哈哈大

笑， 得知高兴的事却唉声叹气。 或
者对自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没
有情绪反应。

过分多疑 这类人对周围人的
一言一行都特别敏感。 如听到有人
讲话， 就怀疑在议论自己； 甚至有
人咳嗽也疑是针对自己。 这种多疑
和正常人的多疑不同的是， 事实已
经证明是错的 ， 但患者仍坚信不
移， 无法说服。

动作和行为异常 如具有被害
妄想的病人往往对妄想对象突然
发生攻击行为 ； 情绪高涨的躁狂
症病人可有过分装饰 ， 或 “慷慨
相助 ” 或管闲事等表现 ； 情绪低
落的抑郁症病人则常呆坐呆立或
默不作声 ； 具有幻听的病人常侧
耳倾听， 或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
如对空叫骂等。

预防春季精神疾病复发，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如出现烦躁、 焦虑等情绪
时， 要意识到这是人体季节性情绪
波动， 并非因为工作难度增加或工
作量加大， 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 注意合理作息， 把握好工
作的时间和进度 ， 适当减少工作
量， 多休息。

三 、 多出去走走 ， 亲近大自
然。 可以约朋友出去放放风筝； 也
可以走步上班或上学； 或休息日约
朋友骑自行车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
或挖野菜； 或在室内、 办公桌上养
一些绿色植物， 每天精心浇灌； 进
行一定的体育锻炼。

四 、 注意转移心情 ， 自我调
适。 可以通过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事转移不良情绪 ， 不让浮躁 、 乏

力 、 心绪不宁这些症状长时间持
续。 也有人的压力与开春时制定目
标带来的心理负面影响有关， 可以
调整期望值， 将大目标分割成几个
小目标完成。

五、 监督精神病人严格遵守医
嘱， 坚持服药， 切不可擅自停药。
对在家的精神病人要有专人看管、
照顾， 严防发生意外。

如果上述症状持续加重甚至出
现自杀、 攻击行为， 应及时到精神
病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 寻求精神
科心理医生的帮助。

长沙市精神病医院精神科
主任医师 莫祥德

无悔“逆行” 走近春天

春季谨防精神疾病复发
气候变化大

春天是精神疾病复发的高峰季节。 这是因为春季寒暖气候交替， 气流、 气温、 气压及
温度都会发生剧烈变化。 研究表明， 当气温高至 26℃至 30℃， 空气湿度大于 70％时， 人
的精神容易疲惫， 思维迟钝， 烦躁不安， 极易激怒； 当气温下降至 5℃以下， 天气阴沉
时， 人的精神常陷入不知所措、 沮丧或抑郁状态， 表现为神情恍惚、 坐卧不安等。 春天气
压较低， 人感觉比较压抑， 周围物体在春季会发出一种次声波影响人的内分泌系统， 导致
内分泌紊乱， 同时人体内神经细胞在春天相对比较活跃， 大脑对外界刺激比较敏感， 容易
出现情绪波动， 从而导致人的认知、 情感、 行为和意志发生异常。 而精神病患者对这些气
象要素、 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易使旧病复发、 病情加重或恶化。 据统计， 每年 3~5 月份
精神疾病复发率占全年的 70％以上， 所以要提早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