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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的苦恼：
检查报告厚如书却找不到病因

“您已经做了第三次检查，我确定您
没病。”前不久，成都70岁的李婆婆又跑
到医院做身体检查，和往常一样，医生还
是没有发现她身体器官有什么大问题。

这已经是她第N次去医院做检查
了。成都市内各大医院消化科、心内
科、神经内科、中医科等科室，都留下
了李婆婆的足迹。

在大量检查之后，堆积如书本厚
的检查报告上只显示，李婆婆患有轻
度慢性胃炎，其他指标一切正常。

对此，李婆婆还是不信。她说自己
这一两年身体明显出现各种不舒服：
一会儿头晕头痛，一会儿心慌胸闷，一
会儿胃部不适，一会儿便秘尿频，一会
儿身体发冷或发烧……

实实在在的身体异常，体现在李
婆婆躯体上，她怀疑，要么医生未诊断
出，要么医院体检器材出了问题。

子女的困惑：
家人怀疑老人在“装病”

除了慢性胃炎外，其他严重疾病
一概没有检查出来。对于李婆婆难受
的症状，其家人也不能理解，甚至认为
她是在“装病”。

据李婆婆子女回忆，大概是几年
前，老人身边的几个老姐妹陆续患上高
血压、糖尿病、脑梗塞等疾病。多次探望
后，大家发觉正是从那时起，李婆婆开

始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生怕得病，并
逐渐出现失眠症状。一年前，老伴突发
脑溢血离世，李婆婆大受刺激，失眠情
况加重，身体不适的症状也越来越多。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她
疑神疑鬼，误以为自己生病了？”子女
们如此猜测，平时生活中也一直提醒
老人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别人的病
联系到自己。

真相大白：
原来是得了心身疾病

由于老人固执己见，依旧认为自
己有病，最后家人们带着李婆婆，还有
一大包检查单、化验资料、各种药物，
来到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精神
科”诊室。诊室里，家里人将长久以来
的困扰和痛苦，向老年医学科科主任
李洪毅进行了倾诉。

经过专业诊治，李洪毅认为，李婆
婆确实生病了，不过是一种心身疾病，
他称之为“功能性躯体疼痛障碍或躯
体症状障碍”。

李洪毅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李婆婆这种心身疾病，通常跟心
理因素，如性格、刺激、压力有关，但以
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突出表现为：失
眠；身体莫名地感到难受；存在情绪问
题，如担心、焦虑等。

9月3日19时30分，从成都飞
往北京的HU7548次航班正在等
待起飞指令。突然，机上响起寻找

医生的广播：有旅客突发疾病，请
飞机上的医务人员听到广播后，
速到机尾乘务舱集合！

此刻，飞机上正好有来自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神经
外科、核医学科的7名医务人员，
他们准备前往北京参加CAAE综
合癫痫中心病例分析大赛总决
赛。正当他们迅速赶到准备查体
时，华西医院李为民院长、罗凤鸣
副书记两位呼吸科专家也出现在
突发疾病的旅客面前。

在得知旅客有点胸闷、无力、
冒冷汗的情况后，李为民院长立
即开始检查患者心率、脉搏并询
问病史，初步判定为低血糖发作。

经过及时补充糖水，患者逐
渐好转，但仍有胸闷不适。因飞
机上医疗检查设备有限，在华西
医生建议下，患病旅客决定下飞
机前往医院做下一步的检查和
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图据华西医院

9月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
办公室获悉，根据9月3日地灾预
警区情况反馈，四川共组织了
1080起避险转移，转移群众5965
户16740人。目前，各地暂未报告
地质灾害。

根据9月3日地灾黄色预警区
绵阳、德阳、成都、雅安、巴中、南充、
遂宁、眉山、乐山、阿坝等10市（州）
及橙色预警区广元市报告情况，3日
17时至4日7时，乐山暴雨到大暴雨
个别地方特大暴雨；广元、眉山2市
大部，巴中、南充2市西部，德阳、绵
阳2市东部，遂宁北部，成都东部及

西北部，雅安中部大到暴雨局地大
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乐山市井研
县东林镇东光村（306.1mm）；其余
区域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四川共组织了1080起避险转
移，转移群众5965户16740人。其
中成都市2023户5987人、眉山市
1255户3295人、乐山市727户1783
人、雅安市589户1742人、德阳市
512户1368人、广元市453户1365
人、南充市136户459人、阿坝州
164户445人、巴中市36户146人、
绵阳市63户140人、遂宁市7户10
人，涉及57县（区）1343个隐患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9月3日上午10时，简蒲高
速眉东新城互通正式开通，20
分钟通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40分钟通达眉山主城区，从根
本上改变了眉东新城起步区对
外交通格局。

简蒲高速眉东新城互通项目
位于天府新区眉山片区贵平镇贵
坪村，距离“三中心一基地”1公里
左右，2020年12月8日开工建设。
该互通以两个A型喇叭式立交为
基础，通过收费站（6进6出）连接

形成双喇叭互通式立交，收费站
采用宋代建筑风格，互通匝道上
跨简蒲高速主线、红星路南延线
主线，匝道长度4468米，设计速度
40Km/h。

项目开通后，将进一步强化
眉东新城通达机场、连接全球的
空港门户枢纽功能效应，大力推
动“过境交通”向“落地交通”转
变，为眉东新城一年树形象打下
坚实基础。 余毅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航班起飞前乘客突发疾病
巧遇华西“豪华医生团”

四川多地出现暴雨
已避险转移16740人

简蒲高速眉东新城互通开通
20分钟直达天府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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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37期开奖结果：203，直选：
10221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0217注，每注奖金173元。
（41399339.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37期开奖结果：20389，一等奖
53注，每注奖金10万元。（381958002.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02期全国销售305869819元。开奖号
码：02 08 11 16 23 02 + 07，一 等 奖 13 注 ，单 注 奖 金
7523067元，追加5注，单注奖金6018453元；二等奖117注，单
注奖金111145元，追加66注，单注奖金88916元；三等奖253
注，单注奖金1万元。（982320278.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37期开奖
结果：72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尽管塔利班在10天内就拿下首
都喀布尔，并控制了阿富汗的绝大多
数土地，但潘杰希尔省的反塔力量至
今还在抵抗。换而言之，阿富汗塔利班
面临着一个没能完全解决的“麻烦”。

据外媒报道，三名塔利班方面的
线人在3日称，他们已拿下潘杰希尔
省。一名消息人士也透露，潘杰希尔省
已被塔利班接管，“抵抗运动的所有人
或士兵都被俘虏，阿姆鲁拉·萨利赫
（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和艾哈迈德·
马苏德（反塔力量领导人）逃跑。”

一名阿塔指挥官称：“我们掌控了
整个阿富汗，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经
被打败了。”庆贺胜利的枪声响彻喀布

尔，社交媒体上也全是关于潘杰希尔
被攻下的消息。

然而，反塔力量的领导人们驳斥
了潘杰希尔被攻下的消息。反塔利班
力量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称：“潘
杰希尔被攻下的新闻在媒体上到处
都在流传，这是个谎言。”

阿富汗前政府第一副总统萨利赫
则在一段视频中表示：“毫无疑问，我
们处于艰难的境况。但我们守住了土
地，我们抵抗了。”萨利赫称，塔利班切
断了潘杰希尔的电话线、电线，还封堵
了道路，切断了反塔力量的医疗补给。

近日以来，双方不时恶战，战况
也是各执一词，难辨真伪。

据观察网消息，当地时间 9 月 2
日，由于谈判破裂，阿富汗塔利班计
划集结各省精锐部队，对反塔利班力
量“民族抵抗阵线”控制的潘杰希尔
省发起最后进攻；当地时间9月3日，

“民族抵抗阵线”方面称，已击退塔利
班对潘杰希尔省舒图尔区的进攻，至
少消灭450人、俘虏130人。

另据环球时报消息，潘杰希尔省反
塔利班力量发言人法希姆·达什蒂表
示，反塔利班力量已经推进到巴达赫尚
省、卡比萨省和巴格兰省。而塔利班方
面则称，已占领舒图尔区中心区域，34
名反塔利班武装成员在冲突中丧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9月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
办公室获悉，结合四川省气象台
天气预报情况，9月4日20时至9
月5日20时，四川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结果如下：

2级，橙色预警
预警区域：巴中巴州区、恩阳

区、通江县、南江县
3级，黄色预警
预警区域：广元利州区、朝

天区、昭化区、旺苍县、剑阁县、
苍溪县；绵阳盐亭县、三台县、梓
潼县；巴中平昌县；南充高坪区、
顺庆区、嘉陵区、阆中市、蓬安
县、南部县、营山县、仪陇县、西
充县；达州万源市、宣汉县；遂宁
射洪市、蓬溪县；攀枝花米易县；
凉山州西昌市、会理市、盐源县、

德昌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拖
县、金阳县、雷波县。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
室提醒，请黄色预警区域密切关
注降雨预报及降雨实况；检查防
灾责任体系落实情况；加密房前
屋后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危险
地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
信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
取主动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准备工作。

请橙色预警区域在以上响应
对策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动态预警
信息；对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加密巡
查、排查；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适
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主
动预防避让等应急防范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这些地方注意！
四川连发地灾橙色预警

■学名：功能性躯体疼痛障
碍或躯体症状障碍
■病因：通常跟心理因素，如
性格、刺激、压力有关。遇到
自己或身边的人患病，就容易
往坏处想，而且越想越可怕，身
体就容易出现难受的症状。
■症状：失眠；身体莫名地感
到难受；存在情绪问题，如担
心、焦虑等。
■群体：老年人群中很常见，
只是很少被发现是心理疾病
■治疗：药物和心理两个方
面同时治疗

七旬婆婆浑身难受
却总查不出原因？

医生：这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心身疾病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
下，站到大众面前演讲，他会心慌、手
抖。实际上，他的心脏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一种影响不大的身体反应。”通
过这个例子，李洪毅解释了李婆婆四
处就医却没发现病因的缘由。

“有的老人性格比较急，容易操
心，对健康状况也非常关注。遇到自
己或者身边的人患病，就容易往坏处
想，而且越想越可怕，自己的身体就
容易出现难受的症状。”李洪毅说，此
时患者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难
受上来，症状被过度关注，被想得很
可怕，症状就被反复强化，恶性循环，

最终变得迁延难愈了。
他认为，虽然李婆婆和老伴感

情不错，但她的病情和老伴去世导
致心理落差没有多大关联，“因为
一个人去世，其伴侣更多的是心情
上抑郁，并不会反映到躯体上。”

另外，李洪毅指出，在生活困难
时“愁吃愁穿”是正常的焦虑。而心
身疾病呈现的是病态的焦虑。也就
是说，明明不该担心的事情，却过度
担心；或者紧张担心、难以放松，却
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总的来
说，这种疾病在老年人群中非常常
见，只是很少被发现是心理疾病。”

心身疾病

医
生
答
疑

这种病在老年人中十分普遍

心身疾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病，李洪毅认为，它算不上是什么
怪病，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而
已。当出现相关症状后，他们选择
在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反复检查
治疗，走了很多弯路。“可以明确
的是，这种疾病是可以治疗的，多
数人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那么，心身疾病该如何治疗？
李洪毅告诉记者，通常会从药物
和心理两个方面进行治疗。药物

可以稳定、平衡神经系统的功能，
一般会使用到改善情绪、治疗失
眠的药物。同时，开展疾病健康教
育，进行心理治疗也是有效的。

李洪毅还指出，患者及家属需
要认识到，这确实是个疾病，而不
是装病，患者难受痛苦的感受是真
实的。患者也要认识到，这不是绝
症，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较为严重的案例。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戴佳佳 医院供图

治疗方法是药物+心理治疗

这一两年，看着身边的老姐妹
陆续患病，自己的老伴又突发脑溢
血离世，成都70岁的李婆婆大受刺
激，从此以后一直觉得自己“有病”。

她四处求医，找了很多医院，挂
了很多科室，堆积的检查报告已经
厚厚一摞，结果只查出她患有慢性
胃炎……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科科主任李洪毅为她找到了病因。原
来，李婆婆的问题出在心理上，她患
上了一种老年人常见的心身疾病。

新政府何时亮相？阿富汗塔利班：
在和反塔武装激战，即将宣布

此前，据多家外媒报道，阿富汗塔
利班最早将于9月3日宣布组建新政
府。消息一经发布，塔利班能否组建一
个可以处理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的内
阁，以及能否兑现承诺组建一个更加
“包容”的政府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当地时间9月3日，据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报道员综合观察，塔利班可
能将推迟原定于周五（9月3日）下午
举行的宣布新政府组建仪式。阿塔发
言人则称，塔利班最早也要到本周六
（9月4日）才会宣布组建新政府，相
关准备仍在进行当中。

然而，比组建新政府更早到来的，
却是阿富汗塔利班和反塔武装发生激
战，塔利班方面450人死亡、130人被
俘的消息。与此同时，据外媒最新报
道，塔利班的新政府领导层已经确定，
即将官宣。还有消息称，潘杰希尔省也
已被塔利班“拿下”。

到底是潘杰希尔被攻下，还是塔
利班死亡450人？阿富汗塔利班与反
塔力量各执一词。

据外媒报道，塔利班已经确定了
掌管阿富汗新政府的领导人选，其组
织的最高层官员们将掌舵，不太可能
有任何前政府官员。

塔利班副发言人卡里米称“决定
已经做好”，很快就会宣布。

据多方消息，总统人选预计为塔
利班联合创始人巴拉达尔，而塔利班
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预计
将成为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此外，
塔利班的其他高层领导人，如希拉杰
丁·哈卡尼也将担任要职。

据环球网消息，塔利班前领袖奥
马尔的儿子雅各布和塔利班驻多哈政
治办事处主任斯坦尼克扎伊也会在新
政府中担任要职。一知情人士透露：

“全体高层已抵达喀布尔，公布新政府
名单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据悉，新政府将有25位部长，一
个 12 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还计划
在6至8个月内开一场大会，把阿富
汗社会的代表都聚到一起，商讨宪法
和未来政府的结构。

此前，据多家外媒报称，塔利班

领导层同前政府官员进行了十几次会
谈，期望达成政治协议。参与这些谈判
的阿富汗前官员透露，塔利班领导人
表态想成立一个“共建政府”。塔利班
发言人穆贾希德也在一次发布会上表
示，同阿富汗前官员的会谈是塔利班
在寻求“他们对未来政府的建议”。

但眼下，塔利班副发言人卡里米
表示，上述会谈只是为了“保证他们
的安全”，并不是就国家未来的构架
而咨询他们，领导层的任命是“我们
自己做出的决定”。

阿塔据称将宣布新政府领导人员 阿塔发言人：我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消息人士：潘杰希尔被阿塔攻下 反塔力量：我们守住了土地

卡塔尔说正协助塔利班重开喀布尔机场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3日)

李为民院长检查患者心率，
后方为罗凤鸣

塔利班联合创始人阿卜杜勒·加
尼·巴拉达尔 图据网络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2日证实，
卡方正在协助阿富汗塔利班重开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政府派出
的一支技术专家团队1日飞抵喀布
尔，协助检查喀布尔机场设施受损情
况。一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卡方为
塔利班提供协助主要是为了让人道

主义物资能够进入阿富汗，并为人员
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包括重新启动

“人员撤离”。喀布尔机场正常运转对
阿富汗与国外保持联系和接收海外
援助至关重要。

法新社报道，喀布尔机场大量基
础设施遭破坏，目前无法运转。8月30
日晚，一架美军运输机运载最后一批
美国军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美国等

国的撤离行动中，共12.3万余名外国
公民和阿富汗人乘飞机离开阿富汗，
但仍有许多曾为美国及其盟国服务
的阿富汗人没能如愿离开。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日以阿富汗
民航部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喀
布尔机场的阿富汗国内航班有望3日
恢复运转，而国际航班的恢复“仍需
时日”。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