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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心灵驿站
XIN LING YI ZHAN

案例 丈夫接连出轨，妻子追求一生一世

“到心理科门诊咨询婚姻问题的女性，有公
司高管、职业女性，也有普通的外嫁女。”小榄陈
星海医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黄圆媛告诉记者，对
于结婚不久的夫妇俩而言，家庭正在慢慢地组合
成长。婚姻的实质是什么，需要双方共同探索。

不久前接到的一个案例，让这位心理治疗师
印象深刻。黄圆媛回忆说：“严婷（化名）和丈夫都
是本地人，自幼是同学。她是优等生，高考考到了
重点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工作后通过努力考
取了注册会计师资质，职业前景光明。丈夫文朗
（化名）的家境比较优渥，大专毕业后在自家企业
上班。结婚后一年，严婷诞下可爱的孩子。”

然而，两人的婚姻持续两年，却走到了岔路
口。严婷发现，文朗出轨，对象是公司的一名文
员。第三者将两人约会的视频发给了严婷。视频
中，文朗说了一堆抱怨严婷的话。

此事惊动了双方的家长。文朗向妻子道歉，
发誓不再与第三者来往。严婷说：“为了孩子，忍
忍就过去吧。”

时隔不久，第三者再向严婷发送视频。视频
中，文朗再次说着抱怨严婷的话。

严婷情绪崩溃，前往医院心理科门诊求助。
黄圆媛告诉记者：“我向严婷发问，婚姻的实

质是什么？她回答，是相濡以沫、一生一世。”

分析 高质量陪伴，让双方共同成长

在严婷眼里，婚姻和爱情并无区别，
黄圆媛回应说：“婚姻的实质，应该是‘高质

量的陪伴’。这种陪伴，是互利共赢，相互成长。如
果这种陪伴是牵强的，不平衡的，那么另外一方
肯定会有怨言。”

投身职场多年，严婷一直很努力，很多时候
挑灯加班，也是独自战斗。至于文朗，更多的时候
是呼呼大睡，工作上没多大进步，更多关注的是
吃喝玩乐。

黄圆媛分析说：“两人的差别和代沟，可能在很
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这样的婚姻，如果要继续，就
需要取得有效的沟通，要取得两人的平衡点。”

对于婚姻的实质，这位心理治疗师给出了以
下建议，她说：“有时候，低质量的陪伴，还不如孤
身一人上路。在亲子关系中，同样如此。如果父亲
不是那么尊重母亲，父母总是争吵，那么，这个家
庭对孩子的伤害必然多于单亲家庭。”

最终，严婷选择了放手。她说：“我会好好带着
孩子，让孩子知道，他有一个上进努力的妈妈。”

黄圆媛总结说：“从腐朽的婚姻关系中走出
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事人可以获取自己和孩
子的幸福。” 本报记者 范展颢

“这几天你吃药了吗？”“晚上
睡得好吗？”“有什么事要随时跟
我们说呀”。接着，陈金燕来到另
一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里，详
细询问他出院后的康复情况。

“你不要看他现在跟正常人
差不多，以前发病的时候他放火
烧屋子呢，那时候真的吓坏人。”
离开病人家后，陈金燕在车上对
记者说，她目前负责走访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都是有严重暴力
倾向的，发作起来会伤人毁物。

“接近有暴力倾向的精神障碍
患者很危险，那你怕不怕他打你？”
记者问，“说不怕就是假的啰，但是
这工作还得有人做。”陈金燕说，有
一次去一位患者家里，她打电话给
病人的家属，商量把病人送去住
院。没想到病人偷听了电话后大
怒，冲出来指着她的脸大骂。“病人
骂累了去喝水，我当时真怕他将手
中的碗砸过来，出来后我的脚都是
软的。”说起那天的事，陈金燕一脸
的云淡风轻，可是谁又体会到她内

心的惧怕。
在陈金燕3年的精防工作中，

出现危险的时候当然不止一次。
“上星期五，我跟公安、村委等部
门处置了一位刚发病的患者，他
拿着刀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还向
人群扔石头，几个人才把他摁住，
我帮他打了一针才安静下来。”当
时，患者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她，
陈金燕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发
毛。

工作苦点累点甚至还有危险，

陈金燕都觉得还挺得住，最让她难
受的是一些病人的家属不理解不
配合。有的家属担心人家知道他家
里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肯将病
人的情况上报。也有的人在病人已
出现幻听幻想症的时候，还坚持说
病人没病，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
机。最让她痛心的是有的家人还歧
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让病人同
一张饭桌吃饭。有人甚至把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当负担，认为患者死
了就解脱了。

健康中山健康中山
我在行动我在行动

2016年起，板芙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陈金燕开

始从疾控护士变成精防护

士，主要负责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排查、建档、随访、送

治、管理等工作，在3年时间将一度落后的精防工作变成了全市

的先进和优秀，陈金燕背后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精防护士，就是参与社区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的护士。今年5
月29日，是板芙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走访日。当日，记者冒着大

雨，跟随陈金燕到辖区已出院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中进行走

访，了解精防护士为了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所做出的艰辛付出及

工作中遇到的苦与乐。

早上9点，陈金燕在辖区派出所一
位民警的陪同下，去到一位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家里，开始了一天的上门走访。

在患者的住处门前，陈金燕轻轻
问了几声“某某在家吗”，见没人回答，
陈金燕只好去另一位患者家走访。在
路上，陈金燕解释说，有的病人不理解
不配合，认为护士走访是多管闲事，即
使来之前打了电话给他，也会出去躲
着不肯回来。

“这次见不到他，下午还要去他
家。”陈金燕说，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进行走访，是为了及时了解他们的康
复情况，如果发现有病情反复的，还要
及时应急处置或送他们住院治疗。

由于陈金燕负责随访的16个高风
险患者分散在板芙各个村居，加上有的
患者不配合还要重复走访，每个星期她
都要开车走上2天才能完成全部走访。

“3 年了，都习惯了，其实这还不
是最累的。”陈金燕说，最初她接手全
镇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工作时，
所有的患者档案几乎都不合格。当
时，她连续加了 2 个月的班，亲自到
各个村核实，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一
一进行筛查，终于完成了全镇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排查、建档工作。

下午 3点，陈金燕到工疗站，
了解在这里工作的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康复情况。当她听到有3位患
者病情稳定后，近日通过工厂面试
即将上班的消息非常高兴。

在另一条村的一位患者家
里，患者妈妈告诉陈金燕，儿子已
去一家养殖场打工了。在电话联
系下，患者骑着摩托车赶来接受
随访后又匆匆上班去了。

“进步已经很大了，以前叫他

合影都不肯，更不要说去上班。”
陈金燕说，在她眼里，无论精神病
人发病时多么可怕，但他终究是
个病人。如果通过正常的治疗和
定时的服药，还是可以将病情控
制甚至康复回归社会。

在另一个患者家里，陈金燕
在将要离开的时候说：“你有什么
就跟你爸说或者跟我说。”患者听
后立即说，有事跟她说。

陈金燕向记者解释，因为她

经常帮他拿药送药，还不时关怀
他开导他，他有话也愿意跟陈金
燕说，陈金燕成了比家人还亲的
人。

有的人劝她不要对精神病人
太好，因为精神病人发起病来就会
伤害他印象最深的人和最亲的人。
陈金燕说，既然做了这份工，就要
把它做好，认真做事终归会得到理
解和回报的。

“一位患者的背后是一个家

庭，患者病情慢慢在好转、黑暗的
人生开始有了点点星光，冰冷的
家庭有了温度，社会也因此更加
和谐、稳定、平安了。”这是陈金燕
在一次演讲时说的。

因为很多患者家里都很穷，
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延误了治病
的最佳时机。为此，陈金燕希望社
会的人都关心这个特殊的群体，
让患者不断地康复走向社会，社
会才能越来越健康和谐。

见习记者 蔡伟强 实习生 蔡丽娟 通讯员 林青霞

每星期下村
走访2天

苦苦 病人家属的冷漠不理解

累累

乐乐 帮助患者逐步康复走向社会

陈金燕冒雨随访患者。

婚姻的实质
是“高质量陪伴”
在小榄陈星海医院的心理科门诊，医师

和心理治疗师们经常遇到前来咨询婚姻问题

的市民，其中以女性居多。婚姻的实质是什么？

继续走下去？选择停下来，停止不良婚姻关系

的折磨？这些问题正困扰着相当数量的人群。

一位基层一位基层精防护士的精防护士的
与与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珠雨汇百货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2EM0E9A
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大道123号铂爵山
花园2区15卡之一
经营者姓名：余芳珠
核准日期：2018年10月29日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9日
正本编号：0006012621
副本编号：1005146364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凤镇蓉颜美容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EN1B91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凤镇小沥社区东富路140号首层之
三
经营者姓名：周秀蓉
核准日期：2017年04月13日
注册日期：2017年04月13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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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山市新达经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81830114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南安路23号前座（4楼404）

法定代表人：黄志忠 清算组负责人：黄志忠

清算组成员：黄志忠；中山市明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刘丽

娜）

联系人：黄志忠 电话：0760-888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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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清算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

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永艺电子排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520811814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芙中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陈焕容 清算组负责人：陈焕容

清算组成员：陈焕容；关汉杰；陆婉婷

联系人：陈焕容 电话：1382277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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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聚时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号码：44200007671945X，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佳力五金商行遗失国税和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30304198407034814，现

声明作废。

■雷锦权遗失中山市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款

收据（租赁定金），号码：0002983，地址：星华苑13

号铺之一，金额：1804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东区永盈商行遗失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20030586958，特此声

明。

■苏恩杰遗失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票证字

轨：（161）粤地现，票证号码：00204296，特此声

明。

■ 关 敏 遗 失 特 种 设 备 从 业 人 员 证 ，编 号 ：

M0205746904，类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有效期：

2019年12月16日，持证项目：A4，特此声明。

■中山市昌健药业有限公司遗失电子营业执照，卡

号：10015100012388，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显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具的并

盖有发票专用章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

第三联）1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码：

14068478。特此声明。

■中山市中医院骨一科2区遗失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 4 份（一 式 三 联），号 码 ：AT10125325-

AT10125328，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