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双心疾病”

孙颖：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合并存在

心理障碍，即“双心疾病”。这里的“心”有双重含

义，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心理。患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很

容易并发精神心理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焦虑障碍和抑郁障

碍；而一旦心理有病了，又会反过来诱发心血管疾病加重，影

响康复，即出现了“双心”问题。比如生活中的高血压患者表面

上看血压高低不等波动，实际上是有情绪的因素，他生气的时候血

压就会升得非常高，高兴的时候血压就会相对稳定，这是典型的高血

压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双心医学”

孙颖：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抑郁，特别是心肌梗死后及急性冠脉综合征

合并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和较差的预后，因此对

合并精神心理障碍的干预，需要综合的疾病管理模式，既要兼顾

躯体疾病的治疗，加强心脏病的二级预防，又要注意精神心理

障碍的干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心医学”。双心医学提

倡不仅关注患者心脏，也要关注心理，从而达到“心身协

调”，真正体现了疾病诊治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双心疾病”如何识别

孙颖：首先，想一想最近心脏不舒服和情绪有没有关

系，是不是总是不高兴、闷闷不乐、心情低落，有没有这样

的情况？再想一想是否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看什么都没

兴趣，什么也不想做，懒得动？如果符合上述两点，说明可

能患心脏病的同时有抑郁的情绪，需要到医院就诊。心脏病

一旦合并抑郁或者焦虑，临床治疗就非常复杂，反复的迁延就

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所以早治早踏实，早治早获益。

“双心疾病”患者需要两条线来评估，第一个是躯体的评估，需

要检查患者心脏供血情况，以及有无血管狭窄、早搏、心脏电活动的异常。

第二个是进行情绪和心理的筛查，看患者的神经功能和心理状态是否稳定，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然后才能进行合理的判断。

“双心疾病”与普通心脑血管病在治疗上有什么区别

孙颖：这两种疾病从根本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一个人特别

爱着急，做事情求完美，很容易冲动，这种性格的人本身就容易发

生心脑血管疾病，本身也是双心疾病患者的高风险人群，这是

相同之处。区别是双心疾病是指患者有心血管异常的同时

合并心理问题，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单纯的脑血管疾病和

心脏疾病，和心理因素有关联，但是并没有归到同一

个范畴来，所以在治疗上也不太一样。

双心疾病在治疗时，要特别关注

患者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尽量要让

患者对自己的疾病多一些认

同，因为人都会有

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在

这方面上，作为医生来说在提供专

业服务的同时一定要鼓励患者把自己的

不舒服不愉快的情绪都表达出来，把他的疑惑

或者一些不好说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告诉他应该

在哪些方面调整，其实很多疾病都是心理上通了，疾病

就好治了。

如何扫清心理焦虑障碍

孙颖：既往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有5条防线。分别是防发病、

防事件、防后果、防复发、防心力衰竭、反复发生心肌梗死。目前医学

界又提出了第6条防线——心理防线。要求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同时，

关注心理焦虑障碍方面的问题，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心态。患

者经常担心个人身体健康，出现紧张不安，此时可有意识疏导患者的内心；

家庭支持。家庭的关心、支持，对患者来说很重要，理解患者痛苦，有利于焦

虑症康复；自我放松。患者要学会自我放松，适当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如运动、工作等；及时就医。如果病情较重时，患者应及时

就医，适当采取心理咨询、药物治疗等各种措施。切忌讳疾忌

医，药物治疗时勿私自减量停药，要听从专业意见。

多吃让人快乐的食物

孙颖：适当多食入鱼类和坚果、香蕉、牛奶、全麦面包

等。因为鱼和坚果中所含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缓解焦虑

和沮丧情绪，是最能够缓解焦虑的食物；香蕉的生物碱可

振奋精神和提高信心，是最常见的缓解焦虑的食物；牛奶

有镇静、缓和情绪的作用；谷类中含有微量矿物质硒，对振

奋精神有很好的效果。远离有刺激性的烟酒，浓茶、咖啡、

辛辣食物等。

“双心疾病”的运动调养

孙颖：太极拳柔中带刚，形神双修，运用的“气沉丹田”是一种腹式呼吸，

膈肌与腹肌的收缩与舒张促使腹压不断改变，促进血液回流，改善血液循环

状态，加强了心肌营养，对机体是一种良性刺激。

其次推荐垂钓，不仅培养耐性，提高脑力和注意力，而且沐浴在温煦

的阳光下，可以疏通郁结，温补肾阳，驱散老年人体内虚寒之气。在明

媚的阳光下，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分泌会有

所增加。这些快乐的激素分泌得多了，人的心情就会舒畅起来。

还可以快步走。人在快步走的时候，心脏耐受力提高，可有

效改善心功能；四肢末梢循环血量增加，血流速度加快，帮助血

管壁上的代谢垃圾排泄，从而清除血管垃圾。同时，肌肉的

运动还可以按摩血管，增加血管弹性，减少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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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松松心心情情 远远离离““双双心心病病””

本期专家

孙颖：主任医师，吉林省中医

药科学院心血管科副主任，硕士研究

生导师，全国第3批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突出贡献专业

技术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

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

医药学会心衰防治分会、络病

分会、老年病分会常务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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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景洋 实习生孟莹莹）日前，由

省科技厅主办，长春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第十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启动。

此次赛事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分为初创企业组

和成长企业组2个组别进行比赛。

大赛至9月初，历时2个月，分为报名、初

赛、复赛、决赛4个阶段。同时，获奖企业将优

先享受省科技厅科技金融政策的支持。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高的

创新创业赛事，吉林省赛区已成功举办了8届

分赛区赛事。

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鹤）日前，“光辉的历程 伟

大的成就——长春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绘画展”开展仪式在学校第6教学

楼举行。

据介绍，本次绘画展参展作品由长春大学

美术学院教师历时半年创作，分为“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3个篇章，涵盖国画、油画、版

画、剪纸等，以鲜明的具象性和强烈的艺术张力

弘扬中国精神。参展作品如同历史之镜，照见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苦难、走向辉煌，真

实、细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丰功伟

绩。

本次主题绘画展是长春大学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一堂生动的美育课、党史课，更是一堂爱

国主义教育的美育思政课，也是学校继重排大

型民族歌剧《江姐》后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的

又一体现。以美育人，在美术作品中领略信仰

之美，在历史细节中探寻初心使命，号召广大师

生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长春大学举办主题绘画展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由辽吉黑3省教

育厅共同主办的东北三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暨“人民红·党史知识校园趣味挑战赛”在长春

中医药大学启动。

比赛共有80名选手参赛，由长春中医药大

学党员、团员代表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参赛队伍代表共

同组成。比赛线路以学校明德楼为起点，全程

约2.8公里，设置4个答题点，参赛队员需要完

成全部答题点的党史答题任务并集齐4个印

章，顺利通关的选手将获得由人民网提供的“建

党百年奖章”1枚。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前来观

赛的师生聚在各个打卡点周围，挥舞手中红旗，

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本次赛事以“百年追梦，奔向未来”为主题，

将体育运动和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比赛不计

时间成绩、不排个人和高校名次，重在参与展

示，营造了“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的浓厚氛

围，同时也为第7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东北三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预热。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鹤 通

讯员英昌盛 逯洋）为探索

课程体系与实践体系有机

融合的实践路径，提升学生

的学科素养与工程实践能

力，吉林师范大学始终注重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其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3+

2”专本衔接育人更是取得

了一定实效。

据悉，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以岗位实践能力需

求与学科素养支撑关系矩

阵为基础，通过分析岗位群

的学科素养与工程实践能

力要求，提炼实践项目所需

工程技能构成核心能力，按

照学科素养需求进行分类

重构，建构基于“岗位-项

目-能力”的工程化课程衔

接体系，实现了课程建设的

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同时，以“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相结合、校企双元与工

学交替相结合、学科竞赛与

创新创业相结合”为指导思

想，利用“U-E-S”一体化实

践平台对接高校、企业和学

生需求。通过“基础夯实模

块”“能力培养模块”“创新

实践模块”和“发展提升模

块”实现了从高职入学到本

科毕业所涉实践环节的全

方位、全过程跟踪，为个性

化发展、分流就业及企业定

制人才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支撑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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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徐梦晗）近日，省

人民医院运动医学关节外科就“3D打印导板技

术在关节镜下治疗前交叉韧带（ACL）撕脱骨折”

个性化，精准医疗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举行发布

会及线上直播会，同时成立运动医学中心关节

外科保膝组。

会上，运动医学诊治中心及关节外科主任

张利恒详细介绍了前交叉韧带的解剖、受伤机

制、诊断、止点骨折分型及治疗原则，并结合术

前检查、术中录像视频及术后复查结果详细讲

解了手术过程。同时，介绍了3D打印导板高位

胫骨截骨术及治疗老年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的手

术适应症及手术视频操作。他介绍说：“此手术

具有可重复性、精确性高，创伤小、恢复快、住院

时间短、术后关节功能好、避免二次手术、治疗

费用低等优点，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据了解，省人民医院运动医学诊治中心团

队应用3D打印导板技术在关节镜下治疗前交

叉韧带（ACL）撕脱骨折效果明显，患者术后复查

X光片可见撕脱骨折复位良好、固定牢固，未出

现任何术后并发症。这项研究课题已申报科技

成果，相关论著已发表。

省医院举行新技术推广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毕雪 实习生杜金平）近

日，省卫健委组织开展2021年应对洪涝灾

害卫生应急队伍实兵实装检验性拉动演练，

旨在切实做好卫生健康系统汛期卫生应急

工作，进一步提高全省卫生应急队伍应对洪

涝灾害紧急医学救援和卫生防疫专业水平，

提升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模拟长春市某区域连降暴雨，引发

洪涝灾害，多个村庄房屋严重损毁，有群众被

洪水围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医疗机构损毁

严重，属地政府启动Ⅲ级响应，请求省级医疗

支援。省卫生健康委按照省防汛指挥部要求，

紧急调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吉林队）、省级

紧急医学救援队、卫生防疫队火速赶赴灾区，

开展医疗救援、卫生防疫等应急处置工作。

演练采取不预先通知的拉动形式，紧急

下达集结指令，各支应急演练队伍闻令而

动、远程机动，均按要求携带救援物资及装

备，按时到达指定地域。各支队伍实地搭建

救援帐篷，模拟开展医疗救治及卫生防疫相

关工作，并进行野外宿营、炊事作业，全程实

现自我保障。省卫生健康委成立防汛卫生

救援前方指挥部，下设6个工作组，同期到

达指定位置，共同开展演习作业，提高机关

组织指挥能力。

据悉，本次演练共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省人民医院、一汽总医院、省肿瘤医

院、省妇幼保健院等13支卫生应急队伍参

加，并出动43台医疗救援专业车辆。

省卫健委组织开展防汛卫生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 实习生桑莞婷）近

日，金域医学集团、金域公益基金会“致敬老

区、健康中国乡村行”活动走进革命老区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为全州1万名65岁以上老

年人进行历时3个月的免费健康检测。

据了解，此次公益行动由延边州政府及

所属各县市医疗机构和广州金域医学检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并获得广州金

域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整个公益行动

将为延边州下辖县（市）的14个乡镇、社区

内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针对老区乡村

多发病预防的特色检验服务。检测项目包

括：25羟基维生素D、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血糖、血脂4项。同

时，为体现对边境留守老人的关爱，金域医

学集团还将为17个边境乡镇的1500名老年

人进行骨密度检查，此次捐赠物品价值300

多万元。

作为此次公益行动的一部分，启动仪式

现场还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主任王越晖等专家进行科普讲座和现场义

诊，就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临床诊断及其他方

面的健康问题提供咨询和健康宣教，现场共

义诊超50人。启动仪式后，专家们还深入

农村开展村医培训、村民健康知识讲座和巡

诊等后续行动。待公益行动结束后，金域医

学集团还将科学分析汇总延边地区农村老

年人健康数据，为延边州老年人疾病预防提

供大数据支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具有光荣传统

的革命根据地，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东

满根据地、解放战争的可靠后方、抗美援

朝的前沿阵地。金域医学集团作为国内

第三方医检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企业，此

次在延边州举办的“致敬老区、健康中国

乡村行”公益行动，既是向革命老区人民

的一次献礼，也是珍惜和铭记老区和老区

人民牺牲贡献、向老区和老区人民学习的

最佳实践。

“致敬老区 健康中国乡村行”活动走进延边

临床中临床中，，有很多患者出现心慌有很多患者出现心慌、、胸闷胸闷、、盗汗等症状盗汗等症状，，但去医院多次检查仍然找但去医院多次检查仍然找

不到器质性病变不到器质性病变，，还有一些患者本身心脏病不严重还有一些患者本身心脏病不严重，，但却屡屡因为情绪问题导致急但却屡屡因为情绪问题导致急

重症的发生重症的发生。。实际上这是实际上这是““双心病双心病””在作祟在作祟，，常表现为心血管疾病和心理性疾病两常表现为心血管疾病和心理性疾病两

者相互影响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为因果，，导致疾病恶化导致疾病恶化，，两者共存已经成为当今医学最为严重的公两者共存已经成为当今医学最为严重的公

共健康问题之一共健康问题之一。。本期本期《《求证求证》》我们邀请心内科专家为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邀请心内科专家为大家讲一讲关于““双心病双心病””的的

那些事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