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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厥是大脑一时性缺
血、缺氧引起的短暂的意识
丧失，是临床常见的综合征，
具有致残甚至致死的危险。

血管神经因素、心律失
常、体位性低血压是晕厥最
常见的病因。室性心动过速
作为室性心律失常的一种，
常常使得心脏无效收缩增
加，进而使心搏出量降低，导
致晕厥发作。

近日，我们收治了一位
反复头晕并晕厥的患者，最
终诊断为室性心律失常。

这位60岁的老年男性患
者，反复头晕好几个月并晕
厥。患者及家属以为是脑缺
血或脑梗塞，首先去当地神
经内科住院检查，头颅 CT、
磁共振、脑电图、脑血管 CT
等结果基本正常，神经系统
原因基本排除。

就在准备出院时，他再
次突然晕倒，呼喊没有反应
没有意识，医护人员赶紧做
了心电图，发现其发生了室
性心动过速，20 秒左右缓慢
恢复过来，于是来我院就诊。

我们尽快安排患者入院
治疗，立刻为其做心电图，结
果显示正常的窦性心律、频
发室性早搏。随后的相关检
查，心脏彩超和心肌 MRI 提
示心脏结构和功能基本正
常，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报告
发现频发室性早搏，24 小时
可达1万余次，出现多次室性
心动过速，心跳达 150 次/分
左右，持续5~10秒，这时患者
虽没发生晕厥，但是正好出
现头晕症状。因此，患者头
晕和晕厥的原因就是频发室
性早搏、阵发性室性心动过
速。于是，我们建议患者行
射频消融术治疗。

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多
见于严重器质性心脏病，特
别是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室
壁瘤或心力衰竭的陈旧性心
肌梗死，此外，见于心肌病、
急性心肌炎，Q-T 间期延长
综合征，电解质紊乱，低血
钾，洋地黄、奎尼丁、锑剂、酚
噻嗪类药物中毒，低温麻醉、
心脏手术过程中，偶见于无
器质性心脏病者。

经过积极沟通，患者及
家属同意手术。手术很成
功，复查动态心电图基本正
常，24小时室早总数不足100
次，术后第3天调整好药物后
顺利康复出院，患者没再出
现头晕、晕厥的症状。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近日，济南一名有心理问
题的大学生持刀将陪读母亲
捅死，惨剧再次引燃公众对心
理健康的关注。

专家说，抑郁和焦虑是人
们最常见的负性情绪，在初级
保健机构的门诊患者中患病
率为5%~10%，而抑郁症状
的患病率在普通人群中可高
达30%。

那么，该如何保持身心健
康呢？

贫穷和病耻感
导致不少患者隐瞒疾病

最近，一位来自河南豫西
农村的老人带着一位30岁的
小伙来到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小伙子是名精神分裂症
患者，来的时候不仅行为紊
乱，不洗澡，蓬头垢面，生活懒
散，大小便也已不能自理。”河
南省精神病医院精神科二科
主任张建宏说，通过询问病史
得知，该小伙发病已20年，之
前因家里经济困难，一直没看
病，今年家里被评上五保户，
治病基本不用自费了，家人才
下决心给他系统治疗。但遗
憾的是，小伙已经错过了治愈
的黄金机会，精神活动明显衰
退，预后不良，回归正常人行
列的机会极为渺茫。

除了经济因素导致患者
不能就诊外，临床上，张建宏
还发现，“病耻感”也常常让患
者将病情无限拖延。“羞于看

心理医生，以致疾病越发严
重，贻误治疗时机，最终使得
心理疾病久治不愈甚至导致
自杀等严重后果。”张建宏说。

那么，哪些心理疾病最容
易困扰人们呢？

张建宏说，抑郁和焦虑是
人们最常见的负性情绪，在初
级保健机构的门诊患者中，患
病率为5%~10%，而抑郁症
状的患病率在普通人群中可
高达30%。世卫组织对包括
我国在内的28个国家进行流
行病学研究发现，焦虑障碍的
终身患病率为13.6%~28.8%。

据了解，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
老百姓的经济条件远不如现
在，很多地区温饱问题还没有
得到解决，那时人们很少真正
关注自己是否焦虑、抑郁，很
少关注群体和个人的心理需
求是否得到满足。现如今，特
别是非典事件和汶川地震之
后，国家和社会都对心理健康
素养越来越重视。

张建宏介绍，相对而言，
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心理健
康更为重视，就诊率也高于经
济不发达地区。

做好八个方面
维持心理健康

现代人如何维持心理健
康与平衡呢？在张建宏看来，
可以从八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具备健全的人格。

健全的人格需要从小培
养，既要避免家庭暴力，又不
对孩子过分溺爱。健全的人
格体现在情绪相对稳定，行为
模式更具建设性、可预测性、
利他性，对自己和他人有相对
客观的评价，人生规划、目标
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对压力
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等。

第二，具备健康的体魄。
健康的体魄需要科学持

续的锻炼才能形成，而各种锻
炼对于良好的自我意识培养、
提高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提
高大脑认知功能、加强自我控
制感、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心
理压力十分有益。

第三，约束之下的自由。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要树

立规矩意识，对法律、道德风
尚及优良传统要内化于心，变
被动服从为主动顺应和自觉
行为，而不是总去挑战权威。

第四，适度的自我满足。
在张建宏看来，人不能

总压抑自己，使物质需要和心
理需要处于饥渴状态，各种需
要的适度满足有助于个体的
身心平衡，减少负性情绪的产
生。比如，真感到劳累了就要
适当休息，饮食均衡，特别是
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重要。

第五，团队精神的培养。
被接纳的需要是我们的

基本需要之一。假如我们的
工作团队团结统一、互相补
台，相互支持，这个团队就可
以成为一个个体遇到突发事

件或者处于心理危机时可以
依赖的心理资源。

第六，良好的应对方式。
良好的应对方式是一个个体
心理成熟的重要体现，比如幽
默、升华、写日记、求助心理医
生等，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酗
酒吸毒、过度工作加班、暴饮
暴食或不思茶饭等。

第七，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庭成员间关系恰当，具

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孩子和
双亲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界
限，家庭成员不结成畸形同盟。

第八，良好的社会支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反映了

一个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
样当个体遇到心理危机、心理
创伤后社会支持系统会自动
发挥作用。”张建宏说，需要提
醒的是，一旦发现自己有心理
问题，要第一时间求助医生。

反复晕厥
或室性心动过速

李凌 谈

编者按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重视
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当主动寻求帮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刘波

警惕！抑郁和焦虑来偷袭

知识问答

1.（判断题）健康不仅仅
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
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
状态。（ ）

2.（多选题）现代人如何
维持心理健康与平衡呢？

A.具备健全的人格；B.
健康的体魄；C.约束之下的
自由和适度的自我满足；D.
团队精神的培养；E.良好的
应对方式、良好的家庭氛围
和良好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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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 张建宏

种牙过程太受罪
苦苦熬了1年多

孙老师退休前在一所名
校任职，去年年底开始在一家
诊所接受种植牙修复治疗，到
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还要
等两个月以后才能彻底结束
治疗。“我种牙真是太受罪了，
种牙前的准备工作做了几个
月，拖拖拉拉，1年多了还没
全部修好。过年都过不好！”

她原本以为，像她这样满
口没牙的人，种牙都是这么
难，可前两天她的学生来看她

的时候问：“孙老师，为啥你种
牙用了1年多，方老师1天就
种好了？现在吃烧饼、啃肘
子、咬苹果都没问题。”她一听
竟然有这么回事儿，就赶紧去
方老师家打听情况了。

满口种牙只需1天
上午种牙晚上啃苹果

“快讲讲你的牙咋种的？”
一到方老师家，孙老师就迫不
及待地问。方老师神秘地说：

“为了种牙，我提前做了很多
准备。专门找可以实现当天

种牙当天吃饭的技术，最后找
到拜博口腔种植牙名家王中
杰。王医生用TPP穿翼板技
术，种牙、戴牙一天搞定，不植
骨、不用等好几个月，种牙当
晚回家我就能正常吃饭了。”
听完方老师的话，孙老师后悔
当初种牙太草率，竟然不知道
还有“当天用”这么好的技术。

“当天用”种植技术
不植骨、不等待、修复快

半口、全口牙缺失的患
者，牙槽骨条件一般较差，大
多数人很难达到种植条件。
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种植手术
需要分期进行。整个修复过

程算下来长达 1年，甚至更
久。拜博口腔TPP穿翼板种
植技术，可以让半口、全口疑
难牙缺失患者，不用植骨、不
用经历1年之久的修复期，当
天种牙，当天戴牙，当天吃饭。

辞旧迎新，大河报联合拜
博口腔回馈读者，现在拨打大
河报种牙专线，可享受以下优
惠：

1.新年壕礼送 26 个种牙
名额，半价补贴种植牙30颗；

2.做种植牙满 1000 元减
260元；

3.加1元换购3大壕礼。

拜博喜迎26周年：新年壕礼送26个种牙名额
为啥有人种牙用1天，有人用了1年？TPP种植技术，种牙、戴牙1天搞定！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我跟方老师一样，都是满嘴没牙。他1天就把牙种好了，
啥都能吃。我折腾了一年，还要再等俩月才能戴牙，饭也吃不
好，真是火冒三丈。”最近几天，孙老师提起种牙就心塞，用她
的话说就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为啥同样是满嘴种牙，两个
人的差距却这么大？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