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这样，你就需要
看心理医生了

中学生为课业负担抓耳挠腮、 高校毕业
生为就业忧心忡忡、 上班族为工作业绩疲于
奔命……当前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紧张，不少
人饱受精神卫生问题困扰。 如何判断自己是
否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
如果让你烦心的问题解决后， 你依然持续感
到焦虑，那就该去看看了。

“除了遗传因素外，大部分患者的焦虑、抑
郁都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当前社会生活节奏
日益紧张，人们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比如买房、
工作、婚姻等。”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潘秉兴和他的研究团队所关注的是大部分人
能感受到的焦虑或者压力问题。

“人们要在特定的时间完成一项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这必然会带来情绪上的波动，感到焦
虑也是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长时间处在这样的
状态下，且未得到正确引导，就有可能演变成精
神问题。”潘秉兴说。

一些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时常生活在梦魇
当中，脑海经常会自动“回放”当时悲惨的经历。
潘秉兴举例说，比如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大地震
死难者亲属，虽已事过多年，但仍难以摆脱当时
的情景， 这就需要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医生及时
予以干预和治疗。

人们该如何看待焦虑和应对焦虑呢？ 潘秉
兴认为，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动力，要缓解
焦虑情绪， 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自我认知。“例
如，面对工作压力，有的人选择了辞职，有的人
认为这是自己应该接受的挑战， 而且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自我。”他建议，对于自我认知和自我
调节能力不强的人来说， 不妨求助心理医生及
时进行干预。

“如果条件允许，不一定非要等到事情过了，
才去看心理医生。”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身
医学科主任郭明建议， 当人感到明显的焦虑、忧
郁，自己又难以调整好的时候，就可以去寻求心
理医生的帮助。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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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境变化使青少年精神卫生
问题日益严峻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南昌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郭明的科室并
不轻松，6日、7日两天门诊量均达到五六十
人。近年来还出现一个新情况，到他这里来
就诊的初高中生比例明显增加。

“精神卫生问题是遗传因素和环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研究精神卫生问题
的南昌大学副校长、 医学院院长李葆明看
来，当前青少年所处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
的精神卫生问题日益严峻。

“网络成瘾也是病，对青少年身心健康
危害非常严重。”李葆明说，互联网充斥生
活每个角落， 一些青少年把虚拟世界等同
于现实世界，一旦离开就无所适从，得不到
快乐，缺乏自信，且难以戒断，复发性极高。

留守儿童家庭关爱的缺失， 也是造成
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问题的重要原因。江
西省信丰县正平派出所教导员曾雯隽说，
很多孩子一年到头难见一次家长， 家庭关
爱的缺失会让他们的内心滋生出更多孤
独、被遗弃等不安全感。

此外， 一些重大创伤性事件也会对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伤害， 甚至引发一系列精
神问题。“通常而言， 儿童青少年时期受过重
大创伤的孩子， 在未来患心理疾病和心理障
碍的比率， 会明显高于那些家庭幸福者。”郭
明说。

破解精神卫生问题
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近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
作，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制定的《全国精
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中要求，针
对精神分裂症等重点疾病以及儿童青少年、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常见、多发精神障碍和心理
行为问题，开展基础和临床应用性研究。

在郭明看来， 精神卫生服务供给仍显不

足。以他的科室为例，和其他诊疗项目相比，心
理治疗更需时间和耐心。通常，一个临床心理治
疗师一下午只能看3个病人。如今，到科室预约
进行心理治疗的患者已排队到明年的2月份。

“真正破解精神卫生问题，还需加大基础
研究投入，探清精神疾病发病机制，为药物研发
和临床干预提供更精准的靶点。”李葆明说。

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
为这一目标而
努力。“探究精
神问题，也是探

究大脑的奥妙。”在南昌大学学习生物专业的
杨旻喆，抱着对精神科学的浓厚兴趣，本科毕
业后特意改变专业， 到生命科学研究院攻读
研究生，跟随李葆明的团队从事基础研究。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呵护孩子心理健康

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苏青在2018年北
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

精神发育障碍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卫生
问题， 影响着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

由于儿童的发育尚未完善， 其心
理状态的表达不如成年人
明确。 因此， 表面上“风
平浪静” 的儿童， 其内心
可能并不平静。 但儿童青
少年的心理状况也并非无
迹可寻。

专家认为， 当孩子的心
理行为或情感表现与其年龄
不符， 或当孩子的行为及情
感给本身或身边人造成持
续、 反复多次的痛苦时， 就
可能有了“心理问题”。

“要围绕健康生活理
念等内容， 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康传播活动， 营造人
人关注心理健康、 人人参
与心理健康的良好社会氛
围。”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王贺胜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莫让“心理阴影”遮住孩子快乐人生
———写在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 � � � 2018年10月10日是第27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
“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健
康心理， 快乐人生”———关注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记者日前走
进校园、医院诊室等地，倾听他
们的快乐和苦闷，探究如何让他
们真正享有快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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