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管消融，告别房颤不再是梦

房颤那些事

专 栏 简 介

本专栏由山东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心内科暨上海交通
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
东分中心专家团队倾
力打造，旨在普及房颤
知识，规范房颤治疗，
服务广大房颤患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指导专家 王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房颤
来了该怎么办？药物治疗与非
药物治疗是主要的两方面，另
外，二者相较哪种治疗效果更
好呢？

所谓房颤的药物治疗，主
要指抗心律失常、抗凝药物治
疗，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有
大家熟知的胺碘酮等。作为房
颤的基础治疗，抗心律失常药
物着力于对症治疗：减少房颤
的发作次数；控制心室率，减轻
房颤发作时的症状；尝试终止
房颤发作，恢复心脏跳动的正
常节律。抗凝药物的应用是房
颤治疗的关键，华法林和新型

口服抗凝药物(如利伐沙班、达
比加群酯)都是临床常用抗凝药
物，在预防房颤导致的卒中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尽管药物治
疗在一定程度上方便有效，但
并不能根治房颤，而且这种“以
守为攻”的治疗手段存在潜在
的副作用，如长期服用胺碘酮
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抗心
律失常药物不耐受引发的缓慢
性心律失常、抗凝所致的消化
道出血等。

相比之下，非药物治疗的
主角——— 导管消融是一种可以

“根治”房颤的方法，因可以有
效帮助患者维持心脏正常节
律，备受房颤领域专家的推崇，
逐渐成为房颤治疗的主流选
择；其次，经过导管消融治疗成
功的患者可以减少日后用药，

减少了药物副作用带来的困
扰。

近年来，导管消融治疗在
维持窦性心律和改善生活质量
等方面优于抗心律失常药物治
疗取得了一致性研究结果，随
着手术策略的不断完善，导管
消融治疗的成功率有望继续提
升，越来越多的患者彻底告别
房颤将不再是梦！

房颤专家团队核心成员简介：

刘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胸科医院房颤中心主任，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优秀学
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
才，上海市银蛇奖获得者，是国
内较早开展射频消融临床应用

的医师之一，为房颤诊疗领域
国际著名专家，尤其擅长房颤
和复杂性心律失常的导管消
融，对老年人及儿童快速型心
律失常的射频消融亦有较深的
造诣，目前已完成5万例心律失
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其中房颤
导管消融超过3万例。

房颤咨询及专家预约热
线：0531-58196645

下期内容预告：房颤那些
事——— 房颤导管消融手术是怎
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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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公益讲座走进大众报业集团

心理专家带你“疏解压力，远离抑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典型症状其他症状
看看你有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
大大小小的压力。什么才能称得
上是压力？胡蕾在讲座中提到，压
力是当自发或外界的要求不适合
自我的处理能力时，所产生的一
种内心感受及身体反映。压力与
社会环境、工作、生活、个人等因
素有关。如任务负荷、婚恋、亲子
关系、个人能力等。

“适当压力有利于人的身体
心理健康，但是过度压力则会对
我们带来危害。”胡蕾说，如生理
上可能会有失眠、头痛、肠胃不
适、消化性溃疡、高血压、心脏病、
免疫功能紊乱等症状；情绪上，担
忧烦躁、悲观失望、恐惧紧张、异
常激动，还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
认知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
中、逻辑思考能力下降、决定草
率、工作能力下降等；行为上，逃
学、破坏、攻击、向周围人情绪发
泄、酗酒、滥用精神活性物质，家
庭暴力等。

胡蕾表示，日复一日持续不
断的体力和心理付出，消耗着你
的热情、耐心和工作动力，就会出
现愤怒、恐惧、焦虑、抑郁等不良
情绪。

如抑郁的典型症状主要有心
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劳累
感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这
三种。其他症状包括，集中注意和
注意的能力下降、自我评价和自
信降低、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认
为前途暗淡悲观、自伤或者自杀
的观念或行为、睡眠障碍、食欲下
降。

如果有两个典型症状+两个
其他症状,且发作持续超过两周,
属于轻度抑郁,日常的工作和社
交活动有一定困难；如果有两个
典型症状+三个或四个其他症状,
且发作持续超过两周,属于中度

抑郁,工作、社交或家务活动有相
当困难；如果有三个典型症状+
四个及以上其他症状,且发作持
续超过两周,属于重度抑郁,几乎
不可能继续进行社交、工作或家
务活动。

释放不良情绪要
学会沟通睡好觉

那么，面对压力、负面情绪，
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胡
蕾主任在讲座中讲到了压力与情
绪管理的几个技巧。

改变压力来源。分析压力的
来源和问题的核心、将压力因子
逐步击破，不要让压力积起来，必
要时可以寻求帮助；发展相应技
能。“沟通是缓解情绪的必要工
具，疏通我们心中的死结。”胡蕾
说，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善于沟
通，做事果断的人，还应该学会管
理自己的时间，培训/发展自己。

“我们的思维决定了自己的
情绪和态度。”胡蕾说，还可以对
自己的思维进行改造。建立积极
生活态度、改变不实际的信条、避
免使用消极词语、保持积极心理
暗示等。

“对于如何缓解不良情绪，胡
蕾还表示，平时我们可以通过倾
诉、写日记等进行适度宣泄，这样

可以把不良情绪释放出来，从而
使紧张情绪得以放松缓解。也可
以关注使自己心情愉悦的事情，
不去想烦恼事。”此外，发展个人
兴趣爱好，学着放松和睡个好觉
都可以舒缓压力。

运动是沮丧的
“天然良药”

“运动也是减轻压力的好方
法。”胡蕾说，圣地亚哥大学马兹
培契博士曾对31位平均年龄60
岁的都有老年人基础病的志愿
者进行节食加上运动的26日的
实验，看看对脑力的影响。结果
显示，这些老人的语言流畅度、
思考、听力、感官知觉能力等都
有增强。

胡蕾对此表示，适当的运动
之后脑啡会增加5倍，这会使人舒
爽愉快，所以说运动是沮丧的“天
然良药”。此外，音乐放松以及放
松训练包括呼吸放松疗法、渐进
性肌肉放松法、想象放松也是缓
解不良情绪的有效途径。

“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
改变的，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胡
蕾在讲座最后提醒，若自我调节
无效且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和
工作应到正规医院寻求专业帮
助。

在现代社会，应激事件、工作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庭矛盾等，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该如何调控
自己的情绪呢？5月21日下午13:30，“心灵驿站”公益讲座走进大众报业集团，山东省首批心理咨询与治疗知名专家、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胡蕾带来了主题为《疏解压力 远离抑郁》的讲座，带大家直面压力，远离抑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龚含章

“岁月可能会让我们的
容颜老去，但是对护理工作
的热爱却依旧如初。”“我
的白衣荣光·512护士节征文
大赛”活动正式启动以来，
来自广大护理工作者和热
心读者们的一封封用心写
就的征文从四面八方“飞
来”，近三千篇投稿，描绘出
他们心中最美的“白衣天
使”。

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山东省护理学会和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举办的“我
的白衣荣光·512护士节征文
大赛”活动5月20日截稿。接下
来，大赛进入评审环节，由专
业评委对征文进行评选。

此次征文设置了“战疫
中的提灯女神”和“坚守中的
护理情怀”两个主题，书写战
疫故事、讲述从事护理这一
职业的初心和坚守。活动启
动以来，接收征文的邮箱，每
天都会收到数十篇征文，累
计已接收近三千篇投稿。

投稿人中，既有来自全
省各地的护理人员，也有齐
鲁晚报的热心读者和在校学
生。他们以饱满的参赛热情，
共同抒发了对护士这一职业
的崇敬之情。

此次征文大赛的投稿
人中，省内在职的护理工作
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从自
己的真实经历出发，用叙事
文或诗歌等各种形式，抒发
了对护理职业的真情实感。
还有不少人追忆了自己走
上护理岗位的心路历程，记
录下与患者之前的温情和
感动，也有人抒发了对护理
岗位的初心和坚守。

活动启动以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还选取了部分
征文，陆续进行刊发，以期
让更多读者认识护理职业，
了解护理人员背后的故事，
营造尊重护士、关爱护士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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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广大市
民的心理健康,2020
年 5 月 起 , 齐 鲁 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共同发起“心灵
驿站”系列公益活
动。山东省精神卫
生中心权威心理专
家将走进机关、企
事业单位、高校等,
科普心理卫生知
识 ,现场接受咨询 ,
为公众的身心健康
保驾护航。

“心灵驿站”
系列公益活动开
启后,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进行全程
图文、视频、直播
报道 ,将心理健康
知识带给更多群
体。

如果您需要一
堂心理公开课和心
理咨询 ,欢迎联系
我们。

联系电话:
1315300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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