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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并不是竞赛，不存在“赢”或者“输”—
——

如何保持有效的沟通

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人交流，但进 经明确地知道了你所说的信息，是否需 表达。不要把你自己的情绪带入讨论。 都应该是冷静的，这是对对方和自己
沟通并不是竞赛，不存在“赢”或者
行有效的沟通并非是一件易事。现实 要提出问题，他对你的意见是认同还是 “直接”和“攻击”是非常不同的两种表 负责任的表现。
“输”。无论你们是同一个团队的成员，
中沟通有时经常充满误解，你觉得自 反对。即便你觉得你“十分显然”地“听 达意见的方式。直接的表达，需要建立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在涉及 还是合作伙伴，或者朋友和爱人，你们
己明明说得很清楚，对方的理解却南 出了对方的暗示”，你也应该再一次提 在你考虑了事情的各个方面、尊重并分 到他人的私人生活和信息时，你都要 在沟通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以效
辕北辙。有时仅仅为了说清楚一件小 出直接的问题，寻求一个确切的答案。 析对方的想法后，明确自己的需求和想 十分注意边界。有的人很爱分享与自 率最高的方式使对方明白自己的信息，
事，你耗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 只有这样，才会是最小的概率让你们双 法，再将它们清晰地说出来，它是具有 己的亲密关系和过往经历，可以毫无 表达出各自的观点。因此，即便你们在
有时一对非常相爱的伴侣会因为沟通 方可能留有遗憾。
建设性和洞察力的。而攻击，则是不考 保留地把自己和前任们的故事讲给其 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你所提出的
不畅让彼此都受伤，消磨了双方的感
学会清楚、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 虑客观状况、双方想法和需求的情况 他人听，但这并不代表对方愿意有同 每个意见都应该是基于讨论本身的，而
情。面对以上这些情形，与其纠结于对 点，或者直截了当地“唱唱反调”，是一 下，一味地进行反对。在工作和生活中 样的暴露（也不代表对方就能很舒服 不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赛。没有人会
方是个难以沟通的人，不如想想可能 项必备的技能。在文化环境里，我们常 沟通时，我们需要就事件本身进行讨 地接受你的自我暴露）。有时候，你以 是永远正确的，何况他人的意见会给你
是哪些错误的沟通方式对关系或者工 被教育要“温和”、“ 圆融”，但在工作和 论，而不是用情绪裹挟自己和对方。越 为自己是“热心肠”，但也许只是问一 非常大的帮助。当对方提出负面意见
作造成了阻碍。
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你需要直接地表达 是针对重要的事情沟通时，越要确保 句“你有男朋友吗？”，就已经构成了对 时，永远记得不要急着纠正对方，不要
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不由自主 出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当你持有负面意 你做出的是冷静的回应，而不是情绪 他人的冒犯。在侵犯私人边界上还有 误以为你的目的只是说服对方，让对方
地猜想他人。不要说出“我以为你是这 见时，不要因为害怕冲突，而去维护虚 化的反应。不要因为自己生活中的沮 一种情况，就是随意地谈论关于他人 接受你的观点。当你发现是自己错了
么想的”，“我以为你同意了”这样的话 假的“和平”。最直接的表达不仅能够节 丧情绪就对同事或下属大吼大叫，也 的事情。你不应该用他人的八卦作为 时，要勇于承认。承认错误不是示弱，不
来。无论是进行一场谈话，做了一个发 省大量时间、提高沟通效率，更能避免 不要因为心情不好，就在没有仔细看 自己的谈资，特别是在未经证实、未经 是说明你比别人差，相反，这是一种成
言，或者发出一个短信或邮件，只要你 将可能的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但不要 邮件或微信的情况下，进行迅速而敷 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向另外的人 熟的表现。
在传达信息，你就需要确认对方是否已 误把“直接的”表达当作是“攻击性的” 衍的回复。任何时候，你的表达和回应 讲述当事人私人的故事。
心理科 吴羽

与美沙酮维持
治疗相关的问题

最近有患者家人来美沙酮维持治
疗门诊，咨询美沙酮的相关问题。本人
对他们所提到的疑问进行了汇总和归
纳，对此作一些解答，主要有以下几
点：

1. 什么是美沙酮 ， 美沙酮的作用 ，
为什么选择美沙酮作为维持治疗药
物？

美沙酮为阿片类受体激动剂，药
效与吗啡类似，具有镇静、镇痛作用的
一种麻醉药品，对治疗海洛因依赖脱
毒和替代维持治疗效果明显。目前全
球大都选用美沙酮作为首选治疗海洛
因成瘾药物，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使用的。美沙酮的特点：口服方便，
吸收好，给药30分钟后起效，抑制海
洛因成瘾者戒断症状的作用时间长，
可达36-48小时，重复给药有效，耐受
性及成瘾发生慢，戒断症状略轻。
2. 美沙酮对身体有何副作用 ， 是
否有依赖 ？

本药主要在肝脏代谢，由尿排出。
主要副作用有：便秘、低血压，性功能
减退等，刚开始服药的患者有可能有
眩晕、恶心、嗜睡等症状，随着治疗的
继续，症状逐渐缓解至消失。长期服药
有依赖，但安全性高。
3. 是否可以断续服药 ？
不可以，正常每天服一次药即可。
也可以间隔日服药，门诊就有几位这
样的服药患者，事实证明可行。
4. 长期服美沙酮是否会出现情绪
不稳 ， 发脾气 ， 头昏 、 乏力 、 心慌 、 大汗
及忧郁等症状 ？

正常有规律的服药病人不会有以
上异常症状，以上症状会在海洛因成
瘾者的戒断症状中出现。
5. 服美沙酮的女病人是否可以怀
孕生育 ？

没有严重躯体疾病的可以怀孕生
育，但是一般不建议。一定要生育的，
婴幼儿不要进行母乳喂养。曾有一例
服药女病人生育一子，目前未发现明
显异常。

老年痴呆科普系列讲座（10）

危险的无目的地徘徊

约10个痴呆患者中有6个可能会出现徘徊症
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可能不记得他或她自
己的名字或家庭地址，甚至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迷失方向。痴呆患者出现徘徊症状是很危险的。
谁有出现徘徊症状的风险？任何有记忆障碍
且能够正常行走的人都有可能出现徘徊症状。即
使在痴呆的早期阶段，也可能会出现方向迷失或
方向感异常等症状。提前警惕这种类似情况的出
现非常重要。应注意以下警示性症状：1.常规的散
步或驾驶返回时间比平常要晚；2.忘记如何去熟
悉的地方；3.常谈到应履行以前的责任，如再回去
“上班”；4.尝试或想“回家”，即使自己在家里；5.焦
躁不安，来回踱步或走动；6.对浴室、卧室或餐厅
—痴呆患者的徘徊和走失
这样的熟悉场所难以定位；7.询问过去朋友和家 车，请将车钥匙拿走——
人在哪里；8.好像在做一些琐事，但其实没有做任 可能不仅限于徒步行走，患者可能会忘记他或她
何事情（例如在没有种植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翻动 不能再开车，如果患者仍能够驾驶，可以考虑使用
盆和泥土）；9.在拥挤的地方，如商场或餐馆，感到 GPS设备来帮助定位。
当痴呆患者迷路或走失后，家庭人员和照料
紧张或焦虑。
即便您是最尽心的照料者，老年痴呆症患者 者所受到的压力将非常大。因此应事先有一个计
徘徊和走失也可能发生。可使用以下方法来避免 划，使我们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怎么办。1.列一
徘徊和走丢：1.开展日常活动：制定每日的常规行 个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名单：有电话号码时更容易
程和活动计划；2.寻找出一天内最可能发生徘徊 访问；2.如果邻居、朋友和家人发现患者在徘徊，
和走失的时间段：对此时间段的活动进行规划，活 要及时打电话联系；3.将患者最新的特写照片和
动和锻炼可以减少焦虑，烦躁和不安；3.如果患者 更新后的医疗信息及时送到警察手上；4.了解你
感到被遗弃或迷失方向，记得安抚他，不要纠正 家周围的环境：指出家附近的危险区域，如水域、
他，可以对他说“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很安全， 楼梯井、隧道、巴士站和交通繁忙的道路等；5.患
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晚上休息一下，我们可以在早 者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患者徘徊的方向常与主
上回家”；4.确保满足患者的所有基本需求：是否 力手有关，徘徊通常跟随主导的方向；6.提供患者
要去洗手间，他是渴了还是饿了等；5.避免去人多 可能会徘徊地方的列表单：这可能包括过去的工
杂乱的地方，常可能会导致患者迷失方向：如商 作的地方，以前家里的地址或常去的餐馆等；7.提
场、杂货店或其他拥挤场所；6.把锁放在视线之 供患者身份证件；8.如果患者确实走失，在附近地
外；7.安装当门或窗户打开时发出信号的设备：可 区搜索不应超过15分钟，打电话给“110”，并向警
谢林珠
以像在门上放置门铃一样简单，也可以像安装电 方报告。
五台山医院记忆门诊
子家庭报警器，便于患者出走时被及时发觉；8.进
行监督：不要让痴呆患者在新的环境中无人监管， 谢林珠 主任医师 周一全天 、周二下午 、周六
切勿将患者锁在家中，或将其单独留在汽车里等 上午
秦素萍 副主任医师 周五下午 、周日上午
地方；9.将车钥匙放在视线之外：如果患者不再开

误诊为慢性失眠的
正常睡眠
王女士今年40多岁，平 闲时间想多睡，但也睡不

时在一单位做行政工作，工 着，其实际睡眠时间并不增
作比较轻松，压力也不大， 加。由于患者的睡眠是完整
每天都能按时上下班，下班 的，在清醒时，患者没有情
后适当做一些家务，一般在 绪、行为方面的异常，神经
10点左右就能上床，但上床 系统和精神心理各项检查
后迟迟不能入睡，一般都要 也没有异常。有时会引起临
到11点半后才能入睡，早上 床上医生的误诊，可能会误
一般在5点前醒来，总睡眠 导患者使用安眠药物来延
时间也就5个多小时，白天 长睡眠时间。
正常上班，也没有不舒服的
王女士被误诊为慢性
感觉，自己也就没有当一回 失眠的原因主要一方面由
事情。可是三个月前，王女 于大家对睡眠的误解，过分
士被同事拉去做美容，听美 的强调了正常睡眠要达到6
容院的人说她睡眠时间没 到8小时，忽视了个体的差
有8小时，容易老，并且时间 异，忽视了个体的日间社会
长，已经成慢性失眠了，要 功能状态对睡眠好坏的评
她吃保健品，可是吃了以后 价，让部分人认为每天睡眠
睡眠还是这样，王女士开始 少于6小时就是失眠的错误
就诊于各个医院，说是得了 概念；另一方面由于王女士
失眠，开始服用各种药物， 听别人的话，认为睡眠短有
来延长自己的睡眠时间。王 害健康，缺乏睡眠卫生知
女士开始的睡眠正常吗？ 识，开始过度追求8小时睡
王女士的情况在睡眠 眠，对睡眠的不满意而继发
医学上属于正常睡眠的极 焦虑，常用药物来延长睡眠
端现象，叫短睡眠者，是指 时间；再一方面由于部分医
个体在24小时内的睡眠时 务人员医学知识不全面，或
间与其同年龄的人相比较 者由于工作繁忙，门诊量
是明显减少，每天的常规总 大，不能完整的详细收集患
睡眠时间少于同年龄人正 者的病史，对患者的睡眠进
常睡眠时间的75%，也叫健 行客观的分析，而盲目使用
康性失眠、无症状性失眠。 药物，并造成误诊。 肖正军
本病的原因不明，以男性居
扬州五台山医院睡眠
多。临床表现为每天的常规 障碍专科门诊
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在白
门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
天主观或客观方面都没有
主诊医师 ： 肖正军 副
瞌睡的感觉，即使患者有空 主任医师

如何让普通人赋能
—观电影《蜘蛛侠：
——
英雄归来》有感

每年好莱坞的英雄题材
电影都会有很高的票房号召
力，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
也是如此。彼得是一个15岁
的高中生，在被受放射性感
6. 是否存在一边服药一边偷吸海
染的蜘蛛咬伤后，便获得了
洛因的情况 ？
蜘蛛般的能力。因为心智的
存在而且多见。主要与个人自律 不成熟，一直在超级英雄身份与高中生 所以一定要为我们的“青涩少年”赋予
性有关。
活之间面临着抉择。有几次当英雄的欲 其他的能力。
7. 新入组的病人需要什么手续 ？
望过于强大，反而在现实中把事情搞砸 “赋能”这个词在今年很流行，大概
是否收费 ？
了。幸亏在恩师托尼的协助下，通过一 是符合互联网的公司代表着现代企业
需到本门诊领取美沙酮维持治疗 系列事情的历练，最终成为了打击犯罪 精神。什么是赋能？顾名思义，拆文解
申请表，填好后到相关部门盖章后即 的超级英雄蜘蛛侠。说真话，笔者很喜 字，赋能就是为谁或某个主体赋予某种
可。对新病人需要作一些必要的功能 欢蜘蛛侠的系列电影，电影将蜘蛛侠的 能力和能量。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看过的
检查，排除禁忌症且尿吗啡测定为阳 形象设定为渴望被人重视、渴望事业的 动画片：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在
性方可入组治疗。服药一次收费十元。 成功又有时丧失自我的青涩少年。 现代企业中，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发生了
门诊 周达飞
一个青涩少年如何转变为成熟的 改变。员工在企业工作不是仅仅以工资
侠客，是不是仅仅靠蜘蛛般的神奇能力 为目标，而更加看重的是在这家企业中
就可以达到呢？显然是不够的。系列电 个人能否积极的成长。使自己的能力不
481期
影前几部夸大了个人的能力，这样编下 断提高也许是许多青年人更加看重企
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主
去故事越来越失真了，漏洞越来越大。 业的方面。换个角度来说，对于现代企
扬 州 晚 报 办
不能自洽的逻辑会让故事本身站不住， 业来说，能否让自己的员工成长、让他

心理导刊

来自睡眠障碍专科门诊的故事

故事几乎发生在所有的英雄
题材电影中。
科技赋能。彼得第一次
被赋能后，对付一般的小贼
是轻松的，但是遇到大的强
盗依然显得无能为力。他需
要拥有能保护自己的铠甲，
们的能力更加卓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 需要给对手精确定位的能力，需要完整
管理之道。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让普通 的信息通信系统。而这一切需要科学技
人赋能？电影给出了以下五点启示： 术为他服务。片中钢铁侠的史塔克军火
生物赋能。作为一位英雄，拥有超 公司正是这样的科技服务企业，他为彼
强的外显能力总是必须的。首先彼得在 得量身定做了充满大量科技元素的蜘
被受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伤后便获得 蛛服，几乎满足了战斗所需的全部要
了超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一次偶然的机 求，而且服装损坏可以及时返修。因为
遇让彼得的基因发生了改变，然后他出 科技元素的加入，彼得能力得到了飞
现了异常的生物学性状，他获得了吐 跃。作为一个生物体，会受到生理结果
丝、攀岩等等绝技。所以他可以快如闪 的限制，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生活，过分
电的行动从而轻松的逃避别人的追捕， 强调生物体本身的强大是不现实的。而
也可以将对方粘住不能动弹。当然即使 唯有科技可以做到无限制的选择，将科
有了能力，不加以训练，也不能做到收 技和生物体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强的能
发自如。彼得在实践中反复运用，才使 力。 （未完待续 ）
能力与自身协调起来运用自如。类似的
心理科 周朝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