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老体衰， 患有慢性疾病的
情况十分常见。 由于老年人感觉
器官呈退行性变化， 对事物感受
能力降低， 而且长期扮演着 “病
人” 的角色， 渐渐地形成了特有
的心理特征。 了解老年慢性病人
的某些不良心理特征， 对于护理
和治疗都十分有益。

疑心较重 总是觉得自己患了
病， 且十分严重。 对于这样的老
人可以多开导， 以减少他们的心
理压力 ， 或者干脆去医院检查 ，
用事实来证明他健康或病情并不
严重， 医生和家属切忌 “窃窃私
语” 和 “含糊其辞”， 那样会引起
更大的麻烦。

依赖性强 老年人往往认为自
己老了， 又患了病， 对料理自己
生活起居信心不足， 凡事依赖别
人照顾。 殊不知这样反而会加重
心理负担， 而且照料自己也是一
种锻炼， 证明了自己的生活能力，
可以建立起向上的生活态度。 这
种乐观的精神状态会大大提高生
活质量。

丧失信心 老年人如果认为自
己已经病入膏肓， 会产生恐惧心

理； 如果认为自己的病无可救药
了， 会向疾病屈服。 这些不良心
态久而久之会形成机体的不良应
激反应， 对健康不利。 医生应该
对老年病人进行适宜引导， 使之
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身边的人
应该多给病人一些宽慰， 经常用
某些症状改善等好现象来鼓励患
者， 这对其康复大有好处。

怨天尤人 有的慢性病患者经
常怨天尤人， 他们对躯体方面的
微小变化颇为敏感， 常提出过高
的治疗和护理要求。 有时患者会
责怪医生没有精心治疗； 责怪家
人没有尽心照料 ， 挑剔 、 任性 、
容易冲动， 因此造成家庭关系紧
张。 在这种情况下， 家人应知道，
这些心理反应可能是患者自己对
疾病治疗信心不足造成的。 所以，
应采取关心、 同情的态度， 耐心
地照料患者。 当患者疾病部分症
状有所缓解 ， 病情有所控制时 ，
应及时加以鼓励， 帮助患者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

自怨自责 这是慢性疾病患者
容易出现的另一类型的心理反应。
这些患者感到由于自己患了慢性

病， 给家庭和他人带来负担， 从
而失去生活信念， 容易产生抑郁、
自责自卑、 退缩等不良情绪， 甚
至有自杀行为 。 在这种情况下 ，
家庭成员要善于观察患者的心理
变化， 对患者给予最大程度上的
支持和鼓励， 让患者多了解现代
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康复的可
能性； 也可以通过别的患者治疗
成功的经验来帮患者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

同时也提醒老年患者家属 ，
慢性疾病由于病程长 、 治愈慢 ，
多数老人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
加上对心理疾病缺乏必要的认识
与防备以及对家事的积心忧虑 ，
很容易引起心理疾患。 这时胸闷、
头晕、 坐立不安、 睡眠不佳等症
状的出现， 往往让老人们产生恐
慌与心理负担， 日积月累如不及
时进行心理治疗， 病情就会一步
步加深。 因此， 对于患慢性病的
老人， 家属们应该关注他们的心
理状况， 把精神治疗融入到治病
过程中去， 才能得到最佳的治疗
效果。

济南市工人医院 张乾

������都说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心理严
重， 其实， 女性在 30 岁左右也会出
现一次逆反期， 相当于女性的第二
个逆反心理期。 青春期存在自身成
长与家长约束的冲突， “大龄” 未
婚的女性同样存在着社会舆论施加
的压力与自身固化生活习惯的矛盾
冲突。 其中三种心理比较常见：

自卑心理 这类女性认为， 年过
30 还独守闺房是件不光彩的事， 因
而最怕别人谈婚论嫁， 也最怕人家
以关心的口吻询问自己的婚事， 并
且对自己悲观失望， 认为爱情再也
不会光临， 从此与爱情无缘了。 她
们要么把自己的心扉逐渐关闭起来，
不去追求， 即使真情男子到来， 也
会 “十叩九不开”； 要么走向另一个
极端， 屈从于社会、 父母、 朋友的
压力和影响 ， 采取随大流的做法 ，
草率地找个对象凑合完事。

封闭心理 这类女性本来就不善
交际， 不愿在婚姻问题上采取主动
态度， 甚至不愿与结过婚的同事来
往 ， 将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 ，
喜欢独处， 交际范围十分狭小。 这
样的心理实际上又大大减少了她们
择偶的机遇。 她们这种坐等愿者上
钩的心态 ， 只会使自己变得格外
“清高”， 也使相当一部分对她们感
兴趣的男性望而却步。

逆反心理 有些大龄女性， 以往
因择偶要求过高而失去了很多机会，
应吸取教训， 变得现实些。 可实际
上 ， 她们反而把高标准提得更高 ，
认为 “事到如今 ， 我不能让人笑
话”， 这种心态使她们更加 “精挑细
选”， 一定要符合理想要求。 她们把
爱情理想化， 缺乏现实感， 总希望
自己的爱情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么浪
漫， 殊不知， 婚姻就是实实在在地
过日子， 脚踏实地地择偶， 因而追
求浪漫的同时， 也要结合自身生活。

武警总医院 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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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游戏， 但不能游
戏人生。

田志任/作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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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去年元旦刚过， 刘老师退
休了， 闲来无事， 每周至少
一次到学校看望儿子， 不去
就失眠、 焦虑， 生怕儿子出
事。 但刘老师频繁的探望并没
有让儿子感到开心， 相反还让
儿子觉得很苦恼。 去年国庆
节， 儿子因为胃肠疾病住进医
院， 刘老师更是紧张得天天陪
伴。 但是儿子一见到他就脾气
变坏， 激动不安， 还出现了诸
多心理障碍症状： 紧张焦虑、
心跳加快、 失眠， 医生认为
胃肠病的症状可能是心理因
素造成的。

【心理处方】 家长过分关注
孩子， 导致青春期心理断乳不
成功的现象比比皆是。 关爱孩
子虽然是父母的天性， 但到了
青春期后就应让孩子 “单飞”，
家长一味地越俎代庖， 可能导

致孩子心理上难以 “断乳 ” ，
甚至影响其成年时期的求职和
婚恋。

男孩十二三岁 、 女孩十一
二岁， 就会进入青春期。 这时
候， 不仅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
期， 还是心理断乳的开始。 心
理断乳， 就是指让孩子在人格
上、 精神上摆脱对父母的依赖，
完全独立 ，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
“社会人”。

孩子上初中时是心理断乳
的准备期， 家长应有意识培养
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 而等到
上高中则可完全独立。 比如可
以在周末让孩子掌管财务大权，
对自己的零花钱做个理财规划，
通过这些 “小鬼当家” 的举动，
逐步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决
策能力， 进而完善其社会功能。
但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独

立自主的行为， 就认为是 “叛
逆”， 坚决予以棒杀； 有的家长
则认为孩子太小， 什么事都不
会也不能做， 事无巨细都要过
问， 导致孩子的心理年龄滞后
于生理年龄， 影响其社会能力
的塑造和情商的提高。

心理学家认为 ， 从小父母
过度关爱， 大包大揽 ， 导致孩
子成年后遇事总是先考虑自己，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因此 ， 心
理断乳不成功的孩子成年后在
职场和婚恋方面总是面临更棘
手的问题。 如在工作中， 这些
人表现为缺乏决策能力， 难以
独挡一面 ； 而在婚恋感情上 ，
他们总是寻求父母式的庇护 ，
表现为恋父或恋母倾向， 要求
对方付出更多 ， 却回报甚少 ，
容易产生家庭矛盾。

张正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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