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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广告

粉霞报瑞 何锦星 摄影

张艳萍

民生证券上街营业部是上街地区唯一一家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的合法证券机构袁诚信尧专业尧精业的经营方针袁
努力使您的资产保值增值浴敬告广大客户袁凡在我地区经
营同类证券业务的其他机构袁均未获得批准袁客户资产不
受法律保护浴

热 烈 祝 贺 民 生 证 券
取得规范类证券商资格

另袁 我公司代销的南方积配证券投资基金正在热销
中袁国泰金鼎基金即将发售遥 详情咨询院远愿怨圆愿缘愿愿

民生证券郑州济源路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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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春雨 年年春风
年年春日换上新装的
是我的铝城袁
是我们的铝城遥

满目春风
满怀豪情
我们在劳动中把理想的家园守候
我们在创业创新创造中放歌铝城

放歌铝城
我们歌唱黄河岸边这神奇的土地
放歌铝城

我们歌唱朴素而又坚毅的铝城儿女

放歌铝城
我们歌唱铝城丰厚的文化底蕴
放歌铝城
我们歌唱嵩岳风黄河魂

放歌铝城
我们歌唱铝城的风华
歌唱铝城建设发展的气势
日新月异的变化

白云深处春如画

铝城荡漾和谐风
风雨如歌歌如酒
铝城人实现梦想在铝城

放歌铝城春风浩荡
我们把奉献之歌唱响
歌声里有劳动者的豪迈
歌声里有秋天硕果的芳香

精神抑郁症是近年来时常困扰人们的大问题袁
每年都有大批的精神抑郁症的患者因此而陷入失
眠尧恐惧尧绝望袁甚至转而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噎噎
香港的艺术家张国荣袁因患有这种病症袁长期

不能自拔袁在自己艺术表演事业正处于巅峰的大好
年华中袁突然间跳楼自杀了遥一时间袁全国的舆论一
片哗然袁谁都无法想象袁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角
儿竟然会选择这样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袁来结
束自己最为宝贵的生命遥

那么什么是抑郁症钥 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为主
要特征的心理疾病袁其临床表现院轻型病人外表如
常袁内心有痛苦体验曰稍重的人可表现为情绪低落尧
愁眉苦脸尧唉声叹气尧自卑等袁有些患者常常伴有神
经官能症症状袁如记忆力减退尧反应迟缓和失眠多
梦等曰重型抑郁症患者会出现悲观厌世尧绝望尧幻觉
妄想尧食欲不振尧功能减退袁并伴有严重的自杀企图
甚至自杀行为遥继癌症尧艾滋病后袁抑郁症已成世纪
三大疾病之一袁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遥

抑郁症的病因至今尚不十分清楚遥 经研究发
现袁患者病前性格多表现缺乏自信和自尊袁对他人
过分依赖和自我强求袁思虑多袁心理承受力差袁常因
小事陷入忧愁尧苦闷状态遥 虽然具有上述人格特点
的人不至于都发展成抑郁性神经症袁但临床所见抑
郁性神经病者一般都具有上述抑郁人格特点遥如家
庭不和尧工作困难尧事业受挫折尧人际关系紧张等种
种社会心理因素袁常是促发因素遥 遗传在本病中亦
起一定作用袁本病患者的家族中患重症抑郁症的比
率明显高于一般居民遥
抑郁症的临床表现有如下几点院员援抑郁心境遥 这

是抑郁症患者最主要的特征遥 轻者心情不佳尧苦恼尧
忧伤袁终日唉声叹气曰重者情绪低沉尧悲观尧绝望袁有
自杀倾向遥圆援快感缺失遥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丧失袁对各

种娱乐或令人高兴的事体验不到
乐趣遥轻者尽量回避社交活动曰重者
闭门独居袁疏远亲友袁杜绝社交遥 猿援
疲劳感遥无明显原因的持续疲劳感遥
轻者感觉自己身体疲倦袁力不从心袁
生活和工作丧失积极性和主动性曰
重者甚至连吃尧喝尧个人卫生都不能
顾及遥源援睡眠障碍遥约有 苑园豫耀愿园豫的
抑郁症患者伴有睡眠障碍袁 患者通

常入睡无困难袁但几小时后即醒袁故称为清晨失眠症尧
中途觉醒及末期失眠症袁 醒后又处于抑郁心情之中遥
伴有焦虑症者表现为入睡困难和恶梦多袁还有少数的
抑郁症患者睡眠过多袁称为野多睡性抑郁冶遥 缘援食欲改
变遥 表现为进食减少袁体重减轻袁重者则终日不思茶
饭袁但也有少数患者有食欲增强的现象遥 远援躯体不适遥
抑郁症患者普遍有躯体不适的表现遥患者常检查和治
疗不明原因的疼痛尧疲劳尧睡眠障碍尧喉头及胸部的紧
迫感尧便秘尧消化不良尧肠胃胀气尧心悸尧气短等病症袁
但多数对症治疗无效遥
苑援自我评价低遥 轻者有
自卑感尧无用感尧有无价
值感曰 重者把自己说得
一无是处袁 有强烈的内
疚感和自责感袁 甚至选
择自杀作为自我惩罚的
途径遥 愿援自杀观念和行
为袁 是抑郁症最危险的
行为遥 患有严重抑郁症
的患者常选择自杀来摆
脱自己的痛苦遥 怨援其他遥
老年抑郁症患者还可能
有激越尧 焦虑尧 性欲低
下尧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遥

抑郁症的治疗方
法有院员援药物治疗遥用来
改变脑部神经化学物
质的不平衡袁包括抗抑
郁剂尧镇静剂尧安眠药尧
抗精神病药物遥 圆援心理
治疗遥主要是用来改变
不适当的认知或思考

习惯尧行为习惯袁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遥 心理方面
的治疗袁若问题较为轻微袁可从电话咨询或心理辅
导机构得到帮助遥 猿援运动治疗遥多接受阳光与运动袁
对于抑郁症病人有有利的作用曰 多活动活动身体袁
可使心情得到意想不到的放松曰阳光中的紫外线可
以或多或少改善一个人的心情遥源援改善生活习惯遥规
律与安定的生活是抑郁症患者最需要的袁 早睡早
起袁保持身心愉快袁以愉悦的心情面对每一天袁凡事
都要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袁以增加个人生命的彩度
与亮度遥

了解了抑郁症的基本知识袁 识别它并不太困
难遥 关键是院病人和家人能够消除自卑心理袁主动求
医曰社会成员能够抛弃歧视态度袁热情帮助和关怀
抑郁症患者曰 医务人员更多地熟悉抑郁症的表现袁
能够让病人从一开始就得到明确诊断尧及时治疗以
及足剂量足疗程的抗抑郁治疗遥 这样袁绝大多数抑
郁症病人完全可以走出抑郁困境袁重新享受正常人
的生活袁做一个社会功能健全的人遥

野营 熏篝
火熏野餐遥

充满浪
漫尧 刺激的野
外生活诱惑着
我遥 一个雨后
初晴的下午袁
我与朋友相约
攀登嵩山遥
雨后的嵩

山空气湿润遥
在夕阳的呵护
下熏 山上的小
草青绿中闪烁
着亮光曰 白色
的小花一簇一
簇的袁 把草地
点缀得如同蝴
蝶家族在聚
会曰 一两茎红
色尧 黄色小花
在清风中摇曳
着婀娜的舞
姿袁 妩媚而娇
艳遥
我们背负

行囊袁 一路笑
语熏 在鸟语清
风的伴送下 熏
踏着溪边的沙
土熏 趟过潺潺

的小溪熏踩着山路的青石熏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跋涉袁 攀登到一处微微凸起的山顶牧
场遥 这里北有潺潺溪流熏南临登封市区熏西
望少林景区熏令人心旷神怡遥

在一片绿色毡垫似的牧场的缓坡上袁
大家忙着扎帐篷袁铺睡垫遥然后拿出炉灶尧
餐具尧食品袁找一片避风处袁头顶旅行灯熬
粥袁煮面袁会餐袁热热闹闹地忙碌起来遥 野
餐结束熏一位被朋友们称呼为野大哥冶的同
行者向我介绍院野每到双休日熏 我都要背上
装备出游在高山之间熏像这样平展熏可以扎
下帐篷的地方袁很少找到遥 冶野没有劈柴袁我
们怎么点篝火钥冶我问遥野我们是环保旅游袁
为保护山上的草木袁不设篝火袁今晚在此
宿营袁明天要攀登灌木丛林遥 冶取消篝火晚
会袁我有些失望袁但看到搭起的帐篷袁第一
次体验在野外宿营袁还是有些激动遥

天渐渐黑了下来袁山风习习袁送来阵
阵草香遥 茫茫的夜空闪烁着点点星光遥 山
下登封市区一条路上灯火辉煌熏 虬龙似的
伸向古刹少林遥 我们遥望北斗熏谈宗教袁论
文学袁讲笑话袁猜谜语袁山间传出阵阵朗朗

的笑声袁寂静的牧场顿时增添了活力遥
夜袁渐渐深了袁我们被浓浓的雾气笼

罩着遥 大家陆续进入帐篷袁听着草虫们合
奏的催眠曲进入梦乡遥

一觉醒来袁 绿色的帐篷已经变为淡
绿遥 我急忙打开帐篷远望袁只见东方的山
顶出现一片红色的霞光袁好像少女羞涩的
脸遥不多时袁托盘大的太阳露出笑脸袁我们
急忙收起帐篷袁用罢早餐袁背上行装袁奔向
灌木丛林遥
丛林郁郁葱葱袁阴凉清爽遥 我们脚踩

软绵绵的松针尧枯叶袁越过露出地面枯萎
的树根袁穿梭在松林和草丛间遥 大家小心
翼翼地拨开泥泞小路上横着的树枝袁来到
山崖边遥望袁连绵起伏的群山好似一道南
北走向的屏风遥重叠的山峰熏有的似睡卧的
雄狮袁不怒而威曰有的似奔腾的骏马袁壮烈
而雄奇遥 山间一片开阔地上袁镶嵌着葫芦
状的一潭蓝色湖水遥 南望袁松林环绕着的
是古朴而雅致的嵩阳书院袁正是宋代野理
学冶创世人程颢尧程颐兄弟讲学的地方遥
沉浸在山清水秀中袁大家忘记了身上

还有数十斤的重负袁 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院
把烦恼留在这里袁把健康带回家去浴
青山悠悠袁溪水潺潺遥 阳光不时洒在

身上遥 我们相互照应着袁攀悬崖袁走峭壁袁
陶醉于青石绿草幽谷的恬静袁惊叹着飞流
直下瀑布的激情奔放遥
经过 苑个多小时的跋涉袁我们沿着下

山的小道熏小心翼翼地踩着松动的石阶熏来
到三面环山尧乔木野花掩映的九龙潭遥
清雅而洁净的九龙潭呈阶梯状袁溪水

沿着潭的低洼处缓缓下流袁发出柔和的声
音遥传说武则天曾带着太平公主来这里游
览过遥 大诗人白居易也曾慕名来访袁并写
下叶从龙潭寺至少林寺题赠同游者曳一诗遥
卸下重负后袁朋友们你掬一捧泉水洗

去尘土和疲劳袁我坐石阶上回顾沿途的艰
辛和喜悦遥一位名唤野悠悠冶的小妹那银玲
似的笑声不时在潭间回荡遥 满眼山青青袁
耳边水潺潺袁这世外仙境净化着我们的心
灵遥我不由陷入沉思院人生亦如攀山浴在人
生旅途中袁我们有攀登悬崖之艰辛袁也有
满眼风光之享受遥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袁如
果以征服一道道难关为乐趣袁那么生活中
还会有什么烦恼钥

夕阳慢慢落山袁我们离开嵩山袁沿着
溪水跳跃欢唱的小河袁 一路欢声笑语返
回遥
嵩山啊嵩山袁经过艰辛的跋涉袁我享

受到你赐予我的喜悦遥 你给我生活的感
悟袁给我精神的清新袁谢谢你要要要我魂牵
梦绕的嵩山浴

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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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武

放 歌 铝 城

野可怕冶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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