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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郭阿姨失眠40多年 原来是年轻时被情所伤？
找出病因 辨证施治 心理疏导
桐君堂主任中医师蒋惠芳看失眠有“三部曲”

春天里，找主任中医师蒋惠芳的失眠病人多了起来。在每周二桐君堂城站馆的门诊中，蒋医师半天平均要看二三
十个病人。粗略统计，这些病人一半以上有睡眠障碍。这个数字和《2015 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的“近六成浙江人经
常失眠”
也比较吻合。
睡眠本是人的本能反应，但思虑过重，
往往会导致睡不好、睡不着，
这种情况在春天尤为突出。
“中医认为，春天肝气旺盛，易让人变得兴奋，从而导致失眠。”蒋医师分析说，具体到每个病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找到发病的具体原因，用中药调理气血阴阳，同时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拔去他心头的那根“刺”
。
记者 周洁琼

失眠的症状大抵一样，但原因各不相同

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失眠的诱因也越来越多。身
“这种感觉原来是埋在身体里已久的损伤，有 体、心理上的因素都会导致失眠。
比如，在春天这样的冷暖交替时节，人的颈椎
内伤有外伤，到了春天，阳气升发，加上诱因刺激，
很易受凉，
一受凉就易发疼，
这就会影响睡眠质量。
很容易就发出来了。”
另外，风湿、痰湿、湿热、阴虚、阳虚都会导致
蒋医师解释失眠的病理机制时说，失眠是人
体脏器非正常运作的表现之一，导致“零件”失效 失眠。
失眠的患者中，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不同
的原因纷繁复杂。
比如，
失眠可能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古语 点在于个人体质和原有疾病，相同点在于人到了
蒋惠芳主任中医师，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中西医结
说，
“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失眠是由脾胃虚弱引 一定年纪，都会有气血亏损、气血瘀滞、肝肾不
合学会康复与保健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科技杂志社特邀编委。
足。治疗上，
我比较重视益气补血、
行气活血、
补
起的，
那就要使用健脾化湿、
理气和胃的药来调补。
67 岁的马阿姨就是个典型例子。“她不仅脾 益肝肾，这样一来，外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脸上
“我就一边用中药调理，一边启发她，不能老
胃失和，肝、胆、肠等多器官都出现了问题，所以要 有光泽、红润了。气血亏损、瘀滞会产生很多毛
病，一旦气血充足了、顺畅了，像失眠等很多症状 困在别人的圈子里。一段时间下来，她也看开了，
治疗她的失眠，就要全方位地调补五脏六腑。”
”
失眠症状也改善了。
”
再比如，很多女病人会因为更年期综合征而 就会消失了。
还有一位 66 岁的郭阿姨，她从 20 多岁开始就
失眠。在蒋医师眼里，这些人大多属于气阴不足、
耐心、
爱心，
用三
“心”
疏导病人心理问题 失眠。现在年纪大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女
湿热内蕴导致的体质下降、阴阳失衡，这时候就需 细心、
她万般不情愿地找到了蒋医师。
要滋阴清热、化湿养心的药。
相比身体上的诱因，
心理诱因显得更为复杂。 儿的陪同下，
在一次次深入的聊天中，蒋医师了解到，郭阿
此外，
其他的一些问题也会导致失眠。
蒋医师坐诊过程中，遇到不少失眠病人，他们
姨年轻时受过情伤，一直困在“愁”中没走出来。
蒋医师有个 46 岁的诸暨病人，经常失眠，睡 往往只知道失眠，
却不知道诱因。
眠质量差。在把脉问诊后，蒋医师发现，病人的甲
“在沟通中，我发现，像那位诸暨的女病人，总 在和蒋医师聊过几次之后，郭阿姨放下了心结，失
状腺不好。
“甲状腺不好，容易使人激动，进而导致 纠结于家庭琐事几十年。”蒋医师说，
“她就是‘拿 眠也有所改善。
面对这些病人，蒋医师都会送出四个字，
‘心
失眠。这才是她失眠的主因。
”
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越想越郁结的典型。
”
“人体内各器官像相互关联的零件，如果一个
聊了几次，蒋医师总结出，
“想不通”就是她失 平气和’。心态平和了，不愁这个、不烦那个，想得
开了，再辅以中药，晚上自然也就睡得好了。
出了问题，零件之间会相互影响，运转失灵。用中 眠症的诱因。
药综合治疗、调理就是修复受损的器官和功能，让
这些零件重新运作起来，实现机体的‘自愈’。这
就是所谓的一通百通！所以往往睡眠问题解决
桐君堂失眠特色门诊专家团队
了，
其他的病症也会渐渐康复。”
每位医生提供五个义诊号 今明（9:00-17:00）拨打快报健康热线 85051496 免费获取
蒋医师认为，找到主因，用中药调理五脏六
腑，进而改善失眠的症状，比起吃西药，单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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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医师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竞争压力、

年纪大了就不能做牙齿矫正？

隐形矫正器透明隐形可摘戴
传统矫正器价格低适应证广
参加周日时光医院公益讲座 口腔大咖为你一对一免费设计方案
隐形矫正器

龅牙、
牙间隙、牙齿不整齐、牙拥挤等畸形牙不但影响形象、
发音、
嘴唇的闭合，
还易诱发蛀牙，
影响咀嚼功能，
不利于肠胃消化吸收，
有时还会导致突嘴等颜面异常。
“矫正牙齿，可改善面部轮廓，甚至改脸形、改变面下部结构，因此有畸形牙的青少年现在一般都会接受牙齿矫正。”杭州时光医疗美容医院口腔科主任黄志雄说，作为
医生常被问到的是，
“我现在成年了还可以做牙齿矫正吗？
“错过了牙齿矫正的黄金年龄，
”
现在做还有效吗，
矫正时间会延长吗？
”
记者 章贝佳

只要牙体、牙周健康 按医嘱佩戴
成年人做牙齿矫正没障碍
“很多人认为牙齿矫正越早做越好，时间越
短，其实牙齿矫正是没有明显年龄限制的，它的适
应证其实是牙体和牙周要健康，12 岁-60 岁的牙
齿畸形者都可以做矫正。
”
黄主任说，相对儿童来说，成年人骨组织改建
能力相对较差，牙齿移动较慢，因此矫治难度相对
会大一些，但只要认真配合医生治疗，同样可达到
矫正效果，时光整形医院口腔科门诊就曾为 60 多
岁的患者做过牙齿矫正。

牙齿矫正无需再变
“铁齿铜牙”
全程定期 3D 打印 量身定制隐形牙套
提到牙齿矫正，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箍牙”、
“钢牙妹”、
“铁齿铜牙”等词，张嘴一口的金属托槽
矫治器，不但影响美观，食物碎渣还可能会残留在

托槽和弓丝上，使口腔卫生难打理，破坏口腔生态
平衡。
随着口腔正畸技术的发展，隐形矫正即无托
槽的隐形矫正器被越来越多的矫牙者接受。黄主
任说，这种矫正方法可根据求美者的颌面形态开
展个性化设计，通过计算机辅助三维图像定期 3D
打印生产一系列的矫治器，患者只需每两周自行
更换下一个阶段的矫治器，每天佩戴 20-22 小时，
4-6 周去医院复诊一次，12 个月至 18 个月左右就
可以完成牙齿矫正。
“这种没有托槽和钢丝、可自行摘戴的透明牙
套更美观舒适，可在就餐、刷牙时取下，易于维护
口腔卫生，且减少了复诊次数，因此更受爱美人士
欢迎。
”

隐形矫正、传统矫正如何选？
参加周日活动 请大咖为你亲定设计方案
隐 形 矫 正 美 观 、方 便 ，矫 正 周 期 又 较 传 统

矫 正 缩 短 了 1/3，是 不 是 说 隐 形 矫 正 就 是 比 传
统固定矫正更好呢？隐形矫正、传统矫正该如
何选？
“隐形矫正固然好，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病
例，如反颌、颌骨明显前突患者还处在摸索阶段，
其适应证相对来说没传统矫正广。此外，传统矫
正的价格相对隐形矫正更经济，矫正预算较低的
求美者还是可以考虑传统矫正。”
黄主任介绍，目前患者可选的矫正方法其实
很多，如自锁托槽正畸、无托槽隐形正畸，舌侧托
槽隐形正畸等等，能满足求美者的各种不同需求，
求美者可与医生沟通适合自己的矫正方案。
24 日（本周日），口腔正畸专家程德胜、黄志雄
联合会诊暨牙齿矫正公益讲座在杭州时光医疗美
容医院口腔科举办，今明两天拨打快报健康热线
85051486 咨询报名，可获精美护牙礼品一份，来院
可得口腔专家免费一对一设计牙齿矫正方案，参
加当天活动享“隐适美”
大让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