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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话

◎本报记者 陈 曦

作为疾病焦虑障碍患者

的亲友，当患者又开始反复抱

怨他们的“症状”时，比较好的

选择是忽视他们的抱怨和担

忧，撤销曾给予的特殊关照。

这种应对措施看似冷漠，但实

则能中断症状恶化的负向循

环。当患者反复抱怨和担忧，

却不再能获得外在强化后，症

状理论上会随之消退。

辟 谣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眼下，不少企事业单位组织员工进行年度体

检。不过，对于有些员工来说，即便体检报告显示

无异常，他们也没法安心，总觉得自己身体有毛

病，一定要去医院再好好检查一番才放心。“疑心

病”这个词，似乎是对这类人最贴切的描述。

那么，在心理学上怎么看待“疑心病”？“疑心

病”又为何会出现？若身边人有了“疑心病”我们

又该如何有效规劝呢？

“疑心病”学名“疾病焦虑障碍”

从临床表现上来看，人们口中的“疑心病”，最

接近于心理学上的“疾病焦虑障碍”。罹患该障碍

的人，深陷自己可能患有某种严重疾病的焦虑和

恐惧之中。出于对身体健康的担忧，他们经常会

辗转各大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可检查均表明：他

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器质性病变。

不过，即便有了医院的诊断，他们仍认为自己

有“病”，只不过由于诊断仪器不够精密或医生的

疏漏导致症状未被查出。一次无恙的检查结果，

只能令他们获得短暂的安宁，但不消数日，他们就

又会要求复诊。

值得强调的是，患者并非是在假装有病，他们主

观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对于可能罹

患致死性疾病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只不过，这并非一

种生理上的疼痛，而是心理上的。若外人对他们的痛

苦表示质疑，往往会招来他们的激烈反驳。

症状产生由多种因素造成

在疾病焦虑障碍患者的脑成像研究中，科学

家们发现相较于正常个体，这类患者对于自身生

理感觉或躯体不适的感受性比较高，而这主要是

由于他们的前脑岛和前扣带回脑区被激活，从而

导致他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身体的细微变化，并

对此产生过度关注。

除了生理层面的敏感性外，在认知层面，这类

人对于躯体信号的灾难化解释，是促使症状产生

的直接因素。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对自身体

验的解释会直接影响认知。例如，大量运动后，我

们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一般人可能将这种体验

解释为“有点儿累了”，不会唤起强烈的情绪反应；

可若换作疾病焦虑障碍的患者，他们可能就会觉

得“自己身体素质变差了”“心脏病要发作了”，进

而引发强烈的焦虑和恐惧情绪，促使血压升高，甚

至使本来微弱的疼痛感变强。

家族病史研究显示，患者的这种灾难化解

释倾向，很可能继承自原生家庭。换句话说，他

们的抚养者很可能也是该障碍的潜在患者，以

至于孩子无意中模仿了父母的思维方式和不健

康行为。此外，由于过分关心自身病症，导致这

些 父 母 经 常 会 忽 略 孩 子 的 情 感 需 要 。 时 间 一

长，孩子就会发现唯一能获得关心的途径就是

“生病”。因此，他们习惯于用身体上的不适来

表达情绪，而这种童年时期的生存策略延续到

了成人时期。

综合来说，生理层面的易感性、认知层面的灾

难化倾向以及家族中的心理遗传性……多重因素

的叠加，使得身体哪怕有一点点的不适，都会使患

者觉得要遭受灭顶之灾。

“冷漠”疗法可减轻症状

罹患疾病焦虑障碍的人往往敏感多疑、固执且

谨小慎微，因此说服他们接受心理治疗绝非易事。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疾病焦虑障碍能够维持，

很大程度上是持续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强化。童年时

期，孩子患病时父母给予的特殊关注充当了“强化

物”。而当长大成人后，提供特殊关注的对象，就可

能转变为了医生和亲友。由于体质上的敏感性，加

上他们习惯于夸张表述症状，这就使得医生倾向开

出更强效的药物，也促使患者接受了更多诊断检

查。而这很可能使他们间接获得了，来自职场和亲

友的大量同情，甚至是免除了生活上本应承担的许

多责任。换句话说，周边人的关心，不仅没有减轻症

状，反而强化了他们反复求医的不良行为。

因此，作为疾病焦虑障碍患者的亲友，当患者

又开始反复抱怨他们的“症状”时，比较好的选择

是忽视他们的抱怨和担忧，撤销曾给予的特殊关

照。这种应对措施看似冷漠，但实则能中断症状

恶化的负向循环。当患者反复抱怨和担忧，却不

再能获得外在强化后，症状理论上会随之消退。

与此同时，应持续对患者的建设性行为和正

向品质给予“鼓励”，反复关注他们身上有价值的

部分。久而久之，患者很可能会放弃低效的“症

状”，转而通过主动帮助他人，这种更加积极的方

式来获得周边人的接纳和认可。

（作者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家人得了“疑心病”？不妨试试冷处理

秋季干燥易上火，是痔疮的高发季。尤以混合痔最为多发，对

患者的折磨也最强烈。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生出痔疮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了解下肛门齿状线。

黑龙江省医促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结直肠外科医师刘天佑对科技日报记者

说，作为肛门的一个重要解剖结构，肛门齿状线是直肠和肛管的分

界线。人们俗称的内痔，是长在肛门齿状线以上的痔疮，而长在肛

门齿状线以下的叫外痔。内痔以出血和脱出为主，外痔以肛门不

适、瘙痒、疼痛为主。

混合痔，也叫里外痔，属于痔疮中较严重的一种，兼有内痔和

外痔的症状，主要特点有瘙痒、坠痛、便血、痔核脱垂，多见于中老

年人、妇女及体质虚弱者，是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大多数

病人临床晚期都会有先便血后脱垂的窘况，尤其是在咳嗽、行走等

腹压稍稍增大时，痔块极容易从肛门脱出，且不易自行“归位”，导

致患者无法参加体力劳动。

那么，如何做才能不让痔疮“找上门”呢？

对此，刘天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每天定时排便，不要忍便，排便时

不要过度用力。每次排便时间最好控制在 5分钟以内。刘天佑提

醒，每次蹲厕时间超过 30 分钟的人，其痔疮发病率高达 68.52%。

上厕所看书、看报、吸烟、玩手机、打游戏的人，注意力容易分散，患

痔疮的概率在 65%左右。

二要避免吃辛辣食物，切忌过量食用生葱、姜、蒜、辣椒、胡椒、

咖喱及味道浓烈、香料多的东西，严禁饮用烈酒，因为这些辛辣食

物及酒精会刺激直肠肛门部位，使该部位血管充血、扩张，造成排

便时刺痛和坠胀感，进而诱发混合痔。痔疮患者还要控制盐的摄

入量，过量的盐会使病情加重。有痔疮的人也不宜吃难消化、坚硬

的食物，以免因消化不良产生便秘，致使直肠血管曲张，导致痔疮

复发。与此同时，有痔疮的人还要少吃橘子、枣、桃、龙眼、杏、李、

菠萝、荔枝等温热水果，这些热性水果易使大便秘结，令痔疮“雪上

加霜”。

三是女性朋友要注意孕产期保健。刘天佑介绍，有科学调查

发现，孕产妇特别是难产妇女的患痔率高达 79.72%。女性怀孕

后，尤其是在孕晚期，由于子宫压迫肠道，造成肠道排便不畅，引起

便秘进而导致混合痔的产生。同时，女性阴道与肛门相邻，阴道分

泌物较多，可刺激肛门皮肤，诱发痔疮。因此，应当经常保持肛门

周围的清洁，每日温水熏洗，勤换内裤，可达到预防痔疮的目的。

四是无论劳作负重、久行下蹲，还是久坐不动，最终都能酿成

肛门直肠部位静脉淤积、曲张，诱发混合痔。因此，加强局部的运

动对减少局部静脉淤积，以及静脉曲张都有很大的益处。

此外，对于老年人预防痔疮，刘天佑建议，要多做提肛运动，加

速肛周部位的血液循环；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如广播体操、太

极拳、气功等，以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同时，还要保持心情舒畅，

情绪紧张、忧郁焦虑都会使便意消失，间接导致习惯性便秘。

形成排便好习惯

才能不做有“痔”人

中医专家提醒，立秋之后，气温开始降低，雨量减少，空气湿

度相对降低，且昼夜之间温差增大，是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

在秋季应注意养生，注意饮食调养、起居调养、情志调养，预防呼

吸道疾病。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谭光波教授介绍，

立秋之后，养生讲究“养阴防燥”。首先要注意饮食调养，要多喝

水，少吃葱、姜、蒜、辣椒、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等，可适当食用一些

时令水果，还可以食用百合蒸南瓜、银耳枸杞粥、雪梨炖川贝等滋

阴润肺的食品。

谭光波说，立秋之后，天高气爽，应做到早睡早起，不要长时间

待在空调房里。由于昼夜温差增大，要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受凉感

冒。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秋季养生要做到内心宁静、神志安宁、

心情舒畅，避免因为不良情绪影响身体健康。

谭光波提醒，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立秋后可以针对

个人情况进行食疗，饮食清淡，注重营养，必要时在中医指导下予

以中药汤剂调理，可增加免疫功能。

秋季养生

要注意预防呼吸疾病

◎新华社记者 帅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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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反弹当中，境外疫情输入

并造成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自9月10日以来的新

一轮疫情中，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半以上为中小学、

幼儿园师生和工厂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

国内外相关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实践表明，

疫苗具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能降低病毒在

人群中的传播风险，减少感染者的传播力，有效降

低感染后的重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截至 9月 21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接近 22亿

剂次。我国接种的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

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不断有谣言妄图破坏疫苗接种的大好

形势。最近，它们又开始伺机作乱，其中既有“混

打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更有效”这种“技术流”传

闻，也有“注射新冠疫苗致癌”“拉姆达晋升‘新毒王’，

疫苗没用了”这种危言耸听的传闻，还有“打疫苗

后胳膊能吸铁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传闻。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就上述传闻采访了南开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郭宇，为您拨开迷雾、找寻

真相。

近日，网上有传言表示新冠疫苗可能会致

癌。疫苗致癌的传言由来已久，如今又轮到新冠

疫苗。

在自然界中，存在一些可能和癌症相关的

病毒，如乙肝病毒、人乳头瘤病毒等，这些病毒

在感染宿主后，会在细胞内进行复制或基因组

的 整 合 ，对 宿 主 产 生 不 良 影 响 ，或 导 致 癌 症 的

发生。

而如今上市的多款新冠疫苗，或含彻底灭活

的病毒颗粒，或含病毒的一段核酸序列，或含病毒

表面蛋白的某个部分，均不能在宿主细胞内进行

持续复制。此外，目前尚未发现新冠肺炎病毒所

属的 RNA病毒与肿瘤相关。

以灭活疫苗为例，其中包含的成分，如灭活病

毒的β-丙内酯、Vero 细胞残留、氢氧化铝佐剂、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等，都经过了严格的处

理，含量极低，不具备致癌性。

此外，除上述成分外，疫苗中的其他成分含量

也极低，且很多成分也被应用于食品加工中，对人

体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注射新冠疫苗致癌？

真相：疫苗不含任何可致癌成分

目前，市面上有多款新冠疫苗，有传言称混打

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可“集众家之长”，让免疫力

更强，这个说法准确吗？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曾

明确指出，不同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不能混打。

目前，根据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可以序贯接种或

者混打，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不能相互替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表示，目

前我们国家在新冠疫苗接种的过程中，不同技术

路线的疫苗是不能进行替换的。也就是说，如果

首针接种了两针次的灭活疫苗，后续就要用灭活

疫苗来完成。如果首针接种了三针次的重组新

冠病毒疫苗（CHO 细胞），后续的第二针、第三

针，也只能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 细胞）来

完成。

假如存在特殊情况，导致无法用同一个企业

的同一个品种的疫苗来完成接种，那么后续用相

同技术路线、不同厂家生产的疫苗来完成接种也

是可以的。

据悉，已有科学家在开展探索新冠疫苗序贯

免疫策略的临床试验，为进一步增强各技术路线

疫苗的免疫效果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混打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更有效？

真相：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不能相互替换

最近，德尔塔突变毒株的“同伙”——拉姆达

突变毒株走进人们的视野，它也被称为超越德尔

塔的“新毒王”，而且有人说疫苗对其也无可奈

何。事实究竟如何？

拉姆达突变毒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值

得关注的突变”，即在遗传突变水平上可能会导致

病毒传播力增强、免疫逃逸，并且此突变毒株在公

共卫生水平上展现出了潜在威胁。

据介绍，目前研究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现象

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实验室里，看疫苗接种者

血清中和突变毒株病毒的能力是否有所下降；二

是在现实世界中持续观察、记录疫苗的有效性。

近期的一些血清中和实验显示，拉姆达突变

毒株虽然存在一定的免疫逃逸现象，但在众多突

变毒株中谈不上突出。

另外，在南美一些国家的新冠疫苗有效性跟

拉姆达晋升“新毒王”，疫苗没用了？

真相：存在免疫逃逸现象，但未使疫苗失效

最近，在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不

少关于“打完疫苗后胳膊能吸附铁勺”的帖子。

一些用户宣称，自己在打完某款新冠疫苗后，

胳膊上注射处产生了磁性，甚至可以吸附铁勺。

在他们发出的照片里，接种过疫苗的大臂上紧贴

着一把金属勺，旁边没有任何支撑。

为了证明疫苗真的能给人加磁，有人还做

了左右胳膊对比，没打过疫苗的胳膊对勺子毫

无反应。

于是，“疫苗有磁性”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

开来。

对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辟谣指出，所有

新冠疫苗都不含可在注射部位产生电磁场的成

分，也不含金属，接种新冠疫苗不会产生磁性。新

冠疫苗里也不含微芯片。疫苗是为对抗疾病而研

发的，而不是用来跟踪的。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网上也公布了相

关新冠疫苗的产品说明书，成分表显示该疫苗主

要由脂类、氯化钾、磷酸二氢钾、氯化钠和蔗糖等

构成。

美国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

还将部分经过批准的疫苗送往检验部门进行了检

测，也都没有发现金属成分。

有专家表示，之所以胳膊能吸住东西，是因为

人的皮肤出汗、出油，会产生摩擦力和表面张力，

如果角度合适，就能粘住一定质量的物体，造成有

磁力的假象，这和小孩在自己脑门上贴硬币是一

个道理。

打疫苗后胳膊能吸铁勺？

真相：皮肤出汗后能粘住物品造成磁力假象

注射新冠疫苗致癌注射新冠疫苗致癌、、打疫苗后胳膊能吸铁勺……打疫苗后胳膊能吸铁勺……

这波新冠疫苗谣言未免太扯了这波新冠疫苗谣言未免太扯了！！

踪研究中，也没有看到拉姆达突变毒株对疫苗有

效性产生巨大影响。智利于不久前公布的科兴

疫苗有效性分析报告中指出，该疫苗的有效性达

到了 65.9%。而在这项分析进行期间，拉姆达突

变毒株在当地的新冠病毒基因型鉴定中占比达

到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