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 岁的张大爷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老小区
住了 40 多年了， 虽然房子老一些、 旧一些， 但
张大爷却住得很舒心。 因小区房子拆迁， 张大爷
搬到了儿子那里去住。 换了大房子， 换了新环
境， 没想到张大爷却因冠心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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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距离是从嘴到手，
最远的距离是从说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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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搬一次家， 脱一层
皮”。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心血管
内科主任医师胡桃红教授介绍说，
像张大爷这样因搬家病倒的例子
并不少见： 大多数老年人都有冠
心病、 高血压、 动脉硬化等心脑血
管疾病， 搬家带来的劳累、 焦虑和
不适会使他们血压波动， 血糖不
稳， 导致原有基础病复发。 而且老
人在原来的小区里住了十几年， 甚
至几十年， 有自己熟悉的朋友圈和
社会圈， 衣食住行都已经形成规
律。 突然一下子搬到新地方， 失去
了原有的熟悉环境， 离开了关系密
切的街坊邻居， 常常会产生一种孤
独感和失落感。 特别是那些 “空
巢” 老人， 本来有一些老邻居、 老
朋友相互照应， 常在一起拉拉家
常， 打打牌， 下下棋； 迁到新居
后 ， 由于对周围的环境和邻居都
不熟悉、 不习惯， 从而就会产生一
种孤寂凄凉的感觉或出现烦躁不
安、 心情沮丧的心理反应， 也就是
患上了常见的 “乔迁综合征”。

老人搬家除了生理疾病， 有的
还会引发 “心病”。 儿女们、 儿孙
们生活在大城市 ， 平时都忙于工
作， 一大早就出门上班去了， 只剩
下老人独自守着空洞洞的大房子，

生活中所用的物品和东西都换了地
方， 使用起来都需要重新适用。 老
人刚搬过来， 对周围的环境和人都
感到很陌生， 下楼买菜、 散步、 溜
狗等， 眼前看到的全是一张张陌生
面孔， 从而会产生紧张、 焦虑心
理。 如果老人本来就性格内向、 孤
僻， 很少与外界接触， 就会更难融
入新小区和新的人群， 时间久了，
有的老人还会患上抑郁症。

胡桃红教授提醒， 老年人在迁
入新居后， 需注重心理调适。

1. 做好迁居的思想准备 。 老
人迁居前多到新居的周围看一看，
走一走， 以便熟悉和适应新居的环
境。 属于集体拆迁的小区， 最好是
与关系较好的街坊邻居一起购买新
住宅， 以便到了新环境之后能够相
互照顾， 相互做伴， 以避免产生迁
居后的孤独感和空虚感。

2. 做好迁居后的生活安排 。
老年人迁入新居后的一年内， 最明
显的表现就是不适应， 不习惯， 尤
其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老人来
说， 情绪也比较容易波动。 在这个
时期， 子女们不管工作多忙， 一定
要多陪陪老人， 多关心老人的精神
需求， 对老人多一份宽容、 多一份
理解。 也可以带老人到剧院看看戏
剧、 出去旅游散散心等， 让老人感
受到亲情的温暖。

3. 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 生活
在新居环境中的老年人， 要不断丰
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多参加一些社
会活动或集体活动， 如可以到居委
会报名参加老年舞蹈队、 秧歌队，
饭后没事与小区里的老人下下棋、
打打牌， 久而久之， 大家很快就熟
悉了， 生活自然也就过得更充实了。

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莫鹏

关于儿童的
四个经典心理学实验①

步步惊恐 ———急性焦虑障碍

当心“乔乔乔迁迁迁综综综合合合征征征 ”来敲门 1.�班杜拉的波波玩偶
实验

班杜拉的实验是将儿
童置于两组不同的成人模
特当中 ， 一组是具有攻击
性的模特 ， 另一组是非攻
击性的模特 。 在观察了成
人的行为之后 ， 让他们进
入一个没有模特的房间 ，
观察他们是否会模仿先前
所见到的模特的行为 。 每
个儿童在实验过程中都保
证不会受到其他儿童的影
响 。 孩子们被带进一个游
戏室 ， 在那里 ， 模特展示
出不同的行为 。 实验员把
一个成人模特带进房间 ，
让他 (她) 坐在凳子上， 然
后参与孩子们的活动。

10 分钟过后 ， 让他们
开始玩一套套零件玩具。 在
非攻击性一组中， 在整个过
程中只是摆弄玩具， 完全忽
视了波波玩偶。 在攻击性一
组， 成人模特则猛烈地攻击
波波玩偶。

实验证明儿童侵犯行为
的获得并不一定要以其亲身
获得奖励或惩罚为前提， 儿
童可以通过观察他人从事此
类行为之后受到奖励或惩罚
而学会这类行为。

因此 ， 为何家里老二
会比教育老大时更省力 ，
他会模仿老大 ， 也会观察
到老大所有行为的奖惩机
制 。 管理家庭与企业也是
如此 ， 建立有效的奖惩机
制 ， 有助于家庭 、 企业成
员良好行为的塑造。

湖南省肿瘤医院
心理咨询门诊 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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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换新居

惊恐障碍， 亦可称之为急性焦
虑障碍， 可能大家会疑惑： 焦虑，
不就是经常会胡思乱想、 容易紧张
担心、 对各种事情都担忧过度吗？
为什么会有急性和慢性之分？

惊恐障碍三特点
1.�“来无影去无踪” 惊恐障

碍发作多为突发、 不可预测， 发
作可以发生在任何环境下， 如乘
坐公交车、 开车、 在家里看电视、
走路等各种状态下都有可能突然
发生， 并无特定的环境或刺激因
素， 因此我们无法预测到它何时
发作。 每次发作约 5~20 分钟就能
自行缓解， 无论是发作时还是缓
解后， 到医院做检查都难以发现
异常结果， 可谓 “来无影去无踪”。

2.�“众里寻他千百度” 惊恐
障碍隐藏极深， 常常伪装成各种
躯体上的不舒服， 导致大部分患
者就诊于各大内科寻找病因， 如
心慌、 心跳加速、 胸痛就去心内
科就诊， 哽噎感、 气短或窒息感

就去呼吸科就诊， 头昏、 发冷发热
感、 麻木针刺感、 出汗、 震颤或发
抖就到神经内科就诊； 另外， 患者
还可以表现为恶心或腹部不适、 感
觉不真实、 害怕失去控制、 濒死感
等， 但做了很多检查都查不出来原
因， 经过多番转折方能发现躯体不
适与惊恐障碍有关。

3.�“心有余悸 ” 此 处 的
“悸” 并非指 “心悸”， 而是指 “担
忧”， 患者在惊恐发作之后会一直担
心再次出现这种强烈的不舒服， 也
会回避前一次发作时的活动或环境。

当然， 在诊断 “惊恐障碍” 之
前， 需排除有类似症状的疾病： 1.
恐高症： 这种强烈的不舒服出现
在站于高处时 ； 2. 幽闭恐惧症 ：
强烈的不舒服出现在电梯里或地
铁里等封闭的空间时； 3. 社交恐
惧症： 强烈的不舒服出现在人很
多或需要进行社交的场合。 另外我
们还要通过多项检查排除二尖瓣
脱垂、 嗜铬细胞瘤、 甲状腺功能亢
进、 低血糖等躯体疾病。

惊恐障碍该怎么治？
惊恐障碍的治疗以药物和心

理治疗为主。 常用药物包括苯二
氮 类 药物、 抗抑郁药、 坦度螺
酮等。 其中苯二氮 类药物常用
于 “治标” ———快速缓解惊恐发作
时强烈的躯体不适， 规律服用减少
惊恐发作次数， 建议常规使用不超
过 2~4 周。 “治本” 需要选用抗抑
郁药、 坦度螺酮等。 焦虑障碍病程
较长， 药物治疗一般需要坚持 1~2
年； 焦虑障碍还容易复发， 所以患
者还需要长期复诊。

心理或行为治疗包括放松训
练、 焦虑控制训练和针对性的暴露
疗法等， 有助于缓解焦虑情绪与躯
体不适症状。

惊恐障碍不可怕， 只要及早诊
断， 及早治疗， 大部分患者的症状
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惊恐发作的
次数也会大大降低， 甚至不再发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心理医学科 骆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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