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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
人们普遍更为重
视躯体健康，因
此导致许多精神
问题没有得到及
时的确诊和治
疗。 抑郁是一种
普遍而常见的情
绪体验， 我们所
有人都会因某些
事情而感觉悲
伤。 那么，心情悲
伤就是抑郁症
吗？ 抑郁症如何
自我检测？ 又该
如何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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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抑郁症有多远？
——
—都市精神卫生状况调查
■ 本报记者 张一然 实习生 常鸿飞 ■ 摄影 舒扬

心情低落是抑郁症吗？
曾有一段时间，“郁闷” 一词是相当时髦的流行
语，但现在这个词已经过时了，人们更流行说“我有点
抑郁”来表达自己低落的精神状态。 记者在专以各式
吐槽帖而闻名的某大 V 发布的微博中看到，年轻人似
乎动不动就会“抑郁”，比如失恋、失业、考试没有考
好，就连感觉自己吃的太多，都可以“抑郁一下”。 实
际上悲伤并不代表抑郁，而抑郁也不能作为要挟他人
的情感理由。
网友小美吐槽说：“声称患有抑郁症的婆婆不需
要吃药、不需要任何治疗，只需要全家人对她百依百
顺。 比如婆婆打电话来，如果赶上我们有急事需要结
束通话，她会大哭大闹，不仅上演连环夺命 Call，还会
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说我们不孝。 在我看来她根本不是
抑郁症而是玻璃心。 想到未来的长期相处，我就头疼。
尤其在遇到婆婆苦恼撒泼‘犯病’时，我甚至想干脆
自己也得抑郁症得了。 ”
人力资源主管 Abby 得到过企业提供的非常完善
的培训，其中“沟通”是相当重要的内容。 “外资企业
特别注重沟通， 还会参考性格偏向来设置岗位要求。
个人理解有点类似‘对症下药’，目的是让人与岗位
的适合度达到最大化。 ”Abby 介绍说，“人类具有四
种基本情绪，即快乐、悲哀、愤怒和恐惧。 在这四种基
本情绪之上，派生出众多复杂情绪，如嫉妒、厌恶、同
情、愧疚等。 按照老师授课时的指导，首先沟通的关键
点在于情绪，而并非具体的内容；其次人都有被理解
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懂得换位思考，以在乎的心态
去沟通；三是人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人和
事，乃至遇到一段时间的逆境都很正常。 个人认为，不
能将某段时间内的情绪波动视为抑郁症。 最明显的例
子是，比如失恋或失业就不可能只几天时间完全平复
心情，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调节。 ”

抑郁症如何自我检测？
到底什么才是抑郁症？“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重
度抑郁症的自杀倾向比较严重，但这不意味着重度抑
郁症患者时时刻刻以泪洗面想要自杀，相反许多抑郁
症患者只要不发病一直在积极生活。 ”某网友在网上
发长帖倾诉了曾经是中度抑郁症的自己是如何战胜
疾病的，这个长达数百字的帖子引起了记者的格外注
意。 这位网友写到：“很多抑郁症患者都很反感他人得
知自己有抑郁症，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病，存在不少
误解。 我的感受是抑郁症患者是对生活的一切都失去
了兴趣和感受。 ”这位网友在帖子的最后写到：“接受
自己、别放弃。 ”
Carrie 是一位面貌姣好、 性格独立的现代职业女
性，谁也想不到她会是一位抑郁症患者。“我不知道怎
么形容抑郁症，但它真的不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 有
人的抑郁症外在表现为失眠、嗜睡、拖延症等等。 但抑
郁症之所以是一种病， 是因为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
向。 病症越重，自杀念头就越强。 ”这些年来，最困扰

Carrie 的是对“生命有限，世界虚无”的强烈感受，她
说：“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生活中完全没有任何事情
能让我感觉是积极的。 ”Carrie 举例说：“在工作中取
得成绩和荣誉，我感觉不到高兴，也没有所谓的成就
感。 遇到挫折，我也不会觉得难过，更没有人际关系的
烦恼，因为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其他事自然都
成了不足挂齿的小事。 总而言之，我会在任何时候、毫
无理由地变得情绪低落。 ”总结这几年对抗抑郁症的
经验，Carrie 坦率地说：“我目前是轻中度， 尚属于能
够自我调节的范围内。 我每年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目
标，努力地去完成它。 这并不意味着自己重燃了积极
生活的斗志，而是起码有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等着自
己去做，所以要活着。 ”
Carrie 在网上结识了一些病友， 这让她意识到自
己很幸运，目前处于尚且能够自我调节的状态，也就
是说她还可以保持正常生活和工作。 “重度抑郁症
患者陷入绝望思想时，就是分分钟都不想活的状态。
有的病友会严重失眠， 清晨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又
活过了一天。 还有我们看到网上那些意外事故的视
频，比如车祸，正常人会觉得唏嘘和同情，而我们看
完的感受是——
—要好好活着。 说实话当前社会处于
高速发展期，职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文化快速多元
国际化，人口和家庭结构明显变化，往往会引发现代
人的各种负面情绪，诸如失眠、健忘，再到因抑郁症
造成的意志减退等。但必须要说明的是，抑郁是一种
普遍而常见的情绪体验， 抑郁情绪绝对不代表患有
抑郁症。
我觉得想要战胜抑郁症主要还是靠自己，任何外
人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比如生命没有意义这件事，
谁能疏导我？ 只有我自己。 ”
那么，如何鉴别临床性抑郁症呢？ 记者查阅了大
量的专业资料后， 发现国外已经总结出 11 条迹象帮
助人们去鉴别——
—睡眠模式改变，如失眠或断断续续
睡眠；食欲或体重改变；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忆力减
退，有时会达到让人误认为是痴呆的程度；自我评价
或自我价值感下降；情绪控制能力降低，易被激怒或
产生罪恶感，或容易陷入悲观、愤怒、焦虑之中；一天
之内情绪变化多端，例如早晨醒来情绪最恶劣，随着
时间的推移慢慢有所好转； 体验愉悦感的能力下降，
无法欣赏和享受眼前的快乐， 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
盼，对各种业余爱好以及能带来快乐的事物失去了兴
趣；对痛苦的承受力降低，对生理疼痛和心理痛苦的
忍耐力下降，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甚至可能因此患
上新的疾病；性冲动减少或消失；生活动力减少，感觉
一切毫无意义或者没有值得去做的事情；活力水平下
降。 可能其他疾病也会引发以上这些迹象，所以当一
个人多数迹象同时显现时，应该尽快前往精神专科医
师处问询就诊。

人生应有理想及精神追求
社交封闭是抑郁症患者的病症表现之一。 小勇告
诉记者，他的抑郁症是秘密，只有自己知道。 前一阵，

朋友跟他抱怨太太不理解自己。“他一边说一边喝闷
酒，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并且非常想逃离。 因
为我输出不了积极的能量， 不仅没有能力去安慰对
方，而对方的低落情绪会极大影响到我。 我时常觉得
生活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意思的。 ”小勇说，“远离社
交是因为我担心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或者他们成为
我的负担。 ”
小美有严重的拖延症，每件事都会拖到必须要
交差的地步，才会慢吞吞地去执行。 她曾无数次发
誓明天一定要改变现状，做积极的自己。 可明天真
的到来后，她还是老样子。 “我的拖延症的根本是
个人活力下降。 ”她渐渐对生活失去了热情，成为
彻底的宅女，再加上失眠、焦虑等问题，经确诊，她
患上了轻度非忧郁型抑郁。“我其实很早就有病症
的征兆了，比如我不交朋友，不爱社交，长时间的
情绪低落。 ”三年来，只有唯一的闺蜜知道她有抑
郁症。“外人看来，我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的女生。
其实这完全是自救导致的假象。 正因为我抑郁，所
以才会不停地鼓励自己要积极。 ”小美说，人们对
抑郁的认知误区太多了， 所以她将这个秘密保 存
起来。 “比如请 病 假 ， 如 果 感 冒 高 烧 ， 单 位 肯 定 准
假。 但若理由是情绪萎靡，领导未必会准假，很可
能还会对自己有看法。 ”
青年学者席伟健在谈及抑郁症时说：“2015 年，
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一个抑郁症研究项目，对抑郁症发
病的生理和心理原因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团队专家
的观点是， 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代谢性疾病，除
了遗传和社会因素，往往是不良的生活方式，诸如营
养失衡、滥用药物、缺乏体育锻炼而导致的。 单纯地靠
心理专家做心理测量和治疗，是片面的。 ”
席伟健指出， 现代人最突出的心理短板就是片
面、偏执的自我中心主义。 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的主要
标志之一，就是切断传统共同体的纽带，导致“独立自
主”的理性经济人的出现，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要追求
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整合问
题。 他强调，抑郁症只是疾病的一种，是可以预防、诊
断和治愈的。“我认为，抑郁症根本上首先是由于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剧烈变迁而造成的。 其次才是个人生
理和心理因素。 ”席伟健介绍说：“一是，抑郁情绪来
自身体不适。 生活环境的污染，对工业产品，尤其是食
品和药品的依赖是直接诱因。 二是，人是社会动物。 现
代化意味着社会、社区、家庭、职场人际关系的变化。
这些变化让个体心灵更加孤独，会催生和加重抑郁情
绪。 三是，信仰缺失，导致人们没有理想，变得浮躁，容
易迷茫。 ”
当信仰缺失，为什么而活就成了问题。 想要战胜
抑郁症， 不能少了信仰这盏人生的指路明灯。 其实，
“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对非生物性抑郁症患者
来说，应该认识到“不完美才是人生”这个“平凡的真
理”。 国学大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
和价值的话，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
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