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压力来自哪里？

带来压力的问题——自卑情结

如果两个人比身高，其中个子较矮的那个人一定会
尽力挺直身体，把自己绷得笔直，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
高一些。这就是一种自卑情结的表现。自卑的人不管
做什么事情，总是不甘落后。有自卑情结的人往往没有
放松的时候，一直在规划、一直在跟别人比，最后会出现
崩溃。

那怎么去调整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心态
上降低追求优越感，不要跟别人做比较。如果把自己的
幸福建立在这样的比较上，就容易有压力。另外，增加
自尊并且尊重他人，自尊是可以对抗自卑的。

老跟别人比的人，他其实内心在要一个东西——优
越感，比别人强一点正好填补他内心的不足。如果找不
到的话他的心理就不平衡。

带来压力的心态——应该

一些人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他做事情只做应该做
的事情，从来不做想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必须得做
好，不应该做的事情从来不做。这样，他从来没有调节
的机会。比如上班的时候做应该做的，下班了还是做应
该做的事。时时处处约束自己，从来不做想做的。周末
想睡懒觉，可是又觉得不应该睡，应该起来干点什么，压
力由此而来。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这样的话人会比较快乐、幸福，觉得有价值。

带来压力的思维——灾难化

灾难化的思维是碰上点挫折、失败，领导批评一句，
做一件错事就觉得这是一场灾难。觉得自己无力应对，
觉得自己死路一条，觉得自己未来没有出路了，这都是
灾难化思维。其实每个生命都是足够强大的，也就是说
对活着的人来讲，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构成灾难。只要你
活着，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所以要去除灾难化的思维。

带来压力的认知——内归因

当一个人完全内归因的时候，自己也容易出现压
力。内归因是指任何事情做得不好，都觉得是自己没有
尽责，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好。有些人喜欢外归因，都是
怨别人没有做好，自己的压力就小了。

此外，压力也与对错观有关系。有些人的对错观过
于强烈，这也容易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压力。

社会关系也很重要，应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待
人要真诚。在人际关系当中发现一个心理学的规律：我
们都喜欢喜欢我们的人，我们讨厌那些讨厌我们的人。
谁要喜欢我我就喜欢他，他要讨厌我我就讨厌他，就这
么简单。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改善情绪舒缓压力，需要我们善于发现
生活中美好的时刻，善于感受那些“小确
幸”。比如正好赶上即将要出发的汽车；打
算买的东西降价了；衣服弄脏了以后轻松洗
掉了；听到烤肉的声音；聊明星八卦等等，其
实都是让我们快乐的时刻。快乐不一定来
自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要善于发现细
微的美好时刻。

生活中要有目标，有目标有追求才有价
值感。要经常保持微笑，微笑能给自己带来
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学会分享，乐于
助人，学会宽恕，这些都有助于营造良好的
人际关系。 （本报综合）

发现美好发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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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
住咸安阳光社区的上班族小李发现，自己
的脖颈时不时酸痛。他想咨询，该如何护
理颈椎呢？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颈椎最怕受寒。冬季居民要及时
主动增减衣物，给自己的颈椎以适宜的温
度。上班族可以在办公室准备一件披肩，
保护好颈背部。

居民紧张忙碌后，脖子可能早已疲惫
不堪，此时可两手手指互相交叉，放在颈
部后方来回摩擦颈部，力度要轻柔，一次
连续摩擦50下，以颈部发热为宜，可缓解
颈椎疲劳、放松全身。

蛙泳能有效促进全身肌肉的血液循

环，适宜早期或恢复期颈椎病患者、项背
肌筋膜炎患者。蛙泳进行呼气、吸气时，
头颈始终处于一低一仰的状态，正好符合
颈椎病功能锻炼的要求，可全面活动颈椎
各关节，上肢用力划水也能有效促进颈周
肩背部劳损肌肉和韧带的康复。条件允
许的话，建议居民每周可蛙泳3至4次，
每次30至60分钟，连续坚持3个月为一
个锻炼周期。

居民在日常工作生活的闲暇间隙，可
以做些简单的颈椎操，例如端坐进行头部
运动，分别做低头、抬头、左
转、右转、前伸、后缩及顺、
逆时针环绕动作。每次5分
钟，动作要轻缓柔和。

如何护理颈椎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最近，家

住温泉城区花坛社区的刘婆婆总是感觉
关节疼痛，尤其是小关节、手指或手腕、
膝盖对称性疼痛，一到下雨天还加重，怀
疑是类风湿关节炎在作祟。

据介绍，类风湿关节炎属于风湿免
疫常见疾病，是一类以累及周围关节为
主的多系统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其病
因暂未明确，但可能与遗传、感染、内分
泌等多重因素有关，包括抽烟、激素、寒
冷、外伤等。该病可发于任何年龄，但中

青年似乎更受“青
睐”。

怎样辨别自己
是否患有类风湿关

节炎？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经常出现关节僵硬和关节
红、肿、热、痛、活动障碍等症状，起病缓
慢，有疲倦、乏力、体重减轻、食欲不佳、
低热、手足麻木刺痛等症状，关节疼痛、
肿大呈对称性，周围皮肤温热、潮红。
无论主动运动还是被动运动，都会疼
痛。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女性占多
数。护理时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用
药，不能盲目停药。多注意关节的保暖，
且不要做过度的体力劳动。预防类风关
的侧重点在于提高免疫力，无论身体处
于什么状态，都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
身免疫力。

关节莫名痛，是“类风湿”吗？

年底太忙，如何减压?
辞旧迎新，在盘点过去规划未来的时间节点上，很多人颇感压力重重。失眠、头痛、烦躁和食欲改变这些身

体上的迹象，或许都在表明你承受的压力过大。过大的压力不仅影响身体健康，抑郁、焦虑、强迫等心理疾病也
与压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待压力，要调节自己的心态，调节自己的认知，调节自己的
思维模式，调节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样从根
源上就化解了自己的压力。

幽默可以缓解压力。平时压力大的时候，多听听相声，看看小
品，讲讲笑话。

学会沉浸感受幸福。像打篮球的人沉浸在打篮球里，私心杂
念就没有了。玩游戏的人玩得很投入，这一刻对于他们来讲就是
幸福的时刻。唱歌的时候闭眼、张嘴，感觉是一种非常巅峰的幸福
时刻。另外放松、按摩、练瑜珈、打太极拳其实都是一些放松的办
法，还有晚上躺在床上可以听一听减压的音乐。如果一个月有几
次沉浸的时刻，这一个月的压力就容易消除了。

自我调节缓解压力

血糖不稳定也带来情绪上的不稳定，可
以通过调整饮食稳定血糖，以此达到抗压的
目的。

有的女性为了减肥不吃主食光吃菜，会
经常感觉到疲乏无力。压力大的时候一定
要吃主食，比如吃馒头、米饭补充维生素，消
除疲惫。

如果想让自己开心快乐的话，可以多吃
一些含有五羟色胺的食物。香蕉堪称是一
种快乐食物，因为里面含有五羟色胺，抗抑
郁药中就含有五羟色胺。当然香蕉的抗抑
郁能力比药差很远，严重的抑郁症光吃香蕉
肯定不行。轻度抑郁的人每天一到两根香
蕉能够稳定情绪。还可多吃糙米、豆类，富
含花青素的水果比如樱桃、蓝莓。在《本草
纲目》里黄花菜的作用是令人心平气和，不
忧郁，所以黄花菜又叫忘忧草。深海鱼油等
也有助稳定人的情绪。

不要吃煎炸、高脂、高糖、过咸的食物，
这些食物会危害血管健康，影响大脑供血。
我们的情绪来自于大脑的某个区域，比如说
边缘系统，它是产生快乐的地方。但如果供
血有问题就不会产生快乐。

这些食物有助减压

近日，家住温泉书台街的章女士3
岁女儿白白低烧后，在药店买了退烧药
服用，孩子体温虽恢复正常，但发烧情况
却反反复复。此后，章女士带白白前往
医院就诊后被告知，滥用退烧药，导致孩
子病情延误、病期延长，并有胃粘膜损伤
的症状。

儿童到底如何用药才算安全？滥用药
物的现状如何？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

现状：儿童用药不当情况多发

近期，央视推出的一部儿童安全用药
公益短片，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反
思。视频中的5岁聋儿用手语比划着：我
的世界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3年前，
因为发烧用药不当后，导致其听力越来越
弱。

而这样的情况却不占少数，据《2016
年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白皮书》显示，
我国儿童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9%，
其中新生儿高达24.4%，分别是成人的2
倍和4倍。接诊的中毒儿童中，因药物中
毒的比例从2012年的53%上升到2014
年的73%。每年大约有3万名儿童因用

药不合理致聋。死于不合理用药的人群
中，儿童占比高达32%。同时，因用药不
当，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等损伤的难
以计数。

记者随机走访了我市的一些药店发
现，柜台中摆放的退烧药不少，其中主要
分为西药、中药和中成药三种。询问后得
知，有些药店需要顾客出示医生药方，而
有些药店不需要出示，这便从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零售环节的监管缺失，市民可随意
购买此类药。

市民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时，不看
医生，看广告吃药、听推荐吃药的现象较
为普遍。市民刘女士坦言，家中孩子生病
后，有过自行前往药店买药的经历，并且
多数药物上并未标明“儿童装”，“有时会
按照处方上所写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的药片，用刀将药片切开，切多切少全凭
感觉。”

原因：用药不当、不听医嘱

咸安区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主任医师曾瑜灿告诉记者：“儿童的肝肾
功能不健全，代谢不充分，容易引起脏器

中毒。同时，儿童很多器官未发育完善，
容易受到打击。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
特别慎重。”

曾医生介绍，从另一方面来讲，看病治
疗也要遵循医嘱。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很
多家长抵触医生给其孩子使用抗生素等
药物，并且在医生劝其输液治疗的时候，
会产生抵触情绪。“他们通常会有一种能
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观念，
并一直坚持。”曾医生解释，在其接诊的
患者中，不免遇到这样的家长，有些甚至
为此付出了代价。医生看病都是针对个
体情况而言，因此，家长须在正规医疗机
构的专业医生建议下，主动配合、接受治
疗。

建议：遵循医嘱、正确用药很重要

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说，就目前儿童用
药的现状而言，明显是药物滥用的不良后
果大于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因此，家长们
不宜随意给孩子用药，须遵循医嘱，谨慎
用药。

“有时候为了缓解孩子对吃药的抵
触，有些家长会用果汁送服或是吃完药后

让孩子吃一粒糖，这样虽然不会对药效有
多大影响，但是可能会让有些小孩产生理
解上的偏差，认为只要吃药就能吃糖，或
者是药都是甜的想法，而主动去找药来
吃。”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程洪源说，在
给小孩喂药的时候要注意用对方法、正确
引导。

同时，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最新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 版）》，明
确推荐一批抗流感病毒药物，其中西药
包括奥司他韦、扎那米韦等，以及过去
的抗流感的明星药物板蓝根不在推荐
之列。

关于中医治疗方面，对于风热犯卫常
用中成药，如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类，如金
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清开灵颗粒
（口服液）、疏风解毒胶囊、银翘解毒类、桑
菊感冒类等，儿童可选儿童抗感颗粒、小
儿豉翘清热颗粒等。另外，对于热毒袭肺
的症状，常用中成药有清热解毒、宣肺止
咳类，如连花清瘟胶囊、银黄类制剂、莲花
清热类制剂等，儿童可选小儿肺热咳喘颗
粒（口服液）、小儿咳喘灵颗粒（口服液）、
羚羊角粉冲服。

儿童用药须谨慎 遵循医嘱很重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入冬以来，我市进入流感高发期，孩子因免疫力较低成为易感对象之一。有些家长会带孩子去医
院，有些家长则自行购买药物给孩子服用，对此，医生建议——

咸宁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

被授予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汪佳慧报道：去年12月28日，2018

年度第三、四批次通过中国胸痛中心及基层胸痛中心认
证的单位授牌仪式在苏州举行。咸宁市中心医院胸痛
中心通过认证，被授予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标志着医
院对急性胸痛患者的综合救治能力达到国家级标准和
水平。

据悉，咸宁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于2017年6月9日
成立，与周边多家医院签订联合救治合作协议。建设初
期面临各科室之间人员调配、医护人员工作负荷增加，上
下级医院之间的病人转运、转运病人途中的风险、病患对
胸痛中心的不信任、配备快速肌钙蛋白检测仪投入使用
等问题，导致胸痛中心建设一度进展缓慢。

该院领导调研后，于2018年3月成立胸痛中心建设办
公室，全面启动胸痛中心建设：对医务人员分批次、全覆盖
培训，与120合作进行急救转运模拟演练，通过媒体宣传，
提高群众的胸痛急救意识。

该院整合院前急救系统与院内绿色通道，制定各项
规章制度和优化胸痛患者诊治流程，通过创建胸痛中心
微信群，建立“市—县—乡”三级远程信息传输、院前急救
网络、院内绿色通道有机结合的规范化胸痛中心运行模
式。

2018年9月7日，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教授蔡琳一行4人组成的专家组，对该
院胸痛中心建设进行现场核查，经过层层审核，最终得到
各位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一次性通过评审，
成为我市唯一通过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

未来，咸宁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将不断完善和优化救
治流程。同时，以“胸痛中心”建设为契机，带动咸宁市医
联体共同发展，实现信息共享，分级救治和协同救治并举，
建立区域分级诊疗新模式，为降低鄂南地区心血管疾病发
病率及死亡率而努力前行。

通城县人民医院

获批湖北省首批脑卒中防治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近日，2018年湖北省脑

卒中防治工作部署会暨卒中中心建设推进会在武汉召开，
通城县人民医院获批湖北省首批脑卒中防治中心，系全市
县级医院中唯一一家获批单位。

据悉，此次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省脑卒
中防治中心专家组对省内所有申报脑卒中防治中心的单
位进行了现场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包括通城县人民医院
在内的35家单位均达到标准，顺利通过评审，获批成为湖
北省首批脑卒中防治中心。

通城县人民医院作为湖北省首批脑卒中防治中心的
单位，今后将严格按照省脑卒中防治中心建设工作安排，
加快落实县脑卒中防治中心建设，积极推进县级脑卒中防
治网络体系建设，健全脑卒中综合防治工作机制，持续提
升脑卒中等慢性病防治服务水平。

医院自2015年起成为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以来，为
相继成立了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制
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规划编制了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作的
三年发展规划，建立起区域脑卒中筛查与防治体系，同时
建立多学科联合例会会诊、查房等制度，为推动本区域的
脑血管病筛查与防治做了大量实际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受
到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考评组专家的充分肯定。

横沟桥镇

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开工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饶婧兰、宋槿报道：1月

2日，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楼项目建设破
土动工。

据该院院长熊文介绍，新住院楼项目总建筑面积5500
平方米，将设置库房、放射科、理疗科病房、内科病房、儿科
病房、妇产科病房、外科病房及手术室等，项目总投资约
1600万元。经过项目立项、可研、规划、勘察、设计、环评、
图审、预算、财评、招标、三通一平等工作步骤，已正式进入
施工阶段。此楼的建成将会大大改善住院条件，为患者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

镇党委书记刘琼说，卫生院住院楼建设是一项有利于
横沟桥镇人民的民生工程，卫生院、施工单位和监理方一
定要科学施工，切实抓好工程质量和进度，把项目建成优
质工程。

咸宁故事大赛

市直卫生计生系统专场开赛
本报讯 通讯员余伟报道：去年12月20日下午，由

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主办，咸宁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话
说咸宁建市20年”百姓宣讲活动暨第二届咸宁故事大赛
市直卫生计生系统白衣天使宣讲比赛，在市疾控中心开
赛。

活动中，市直卫生计生系统的10位选手通过PPT、图
片、背景音乐等多种形式，讲述了《爱，不冒险》《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疾控魂》《最美香城结防人》《穿红马褂的白衣天
使》《不变鱼水情建设新咸宁》等发生在身边的感人故事。
通过评委现场评分，最终10号选手黄燕获得本次比赛第一
名。

据悉，此次市直卫生计生系统宣讲活动旨在全面总结
我市卫生计生系统改革开放特别是撤地建市以来取得的
丰硕成果，发掘卫生计生人自己的事迹，展现卫生计生人
自己的风采，教育引导市直卫生计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
更加坚强的党性、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精神，为推
动全市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推进省级战略咸宁实施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