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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过量吞服抗抑郁药险致命
抑郁治疗有原则，必要时建议住院

10月8日晚，一名女大学生因一口气服用
了60多粒抗抑郁药物，在南京地铁站鼓楼站
被紧急送医院洗胃。消息一出，令人唏嘘，大家
不禁思索：被称作“心灵的感冒”的抑郁症为何
高发？抑郁症患者该如何接受规范治疗？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治医师侯正华
博士呼吁：25岁以下青少年抑郁更需引起重
视，抗抑郁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身边人应
加强监护，必要时入院治疗。

花样年华患抑郁，悲剧为何时
有发生？

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本是最好的花样年
华，却在抑郁症患病期间，受到感情纠纷，冲动
之下一次服用四板三类抗抑郁症药物共60多
粒，最终被紧急送医洗胃治疗，才挽回了生命。
近年来，因为抑郁症引发的悲剧，时有发生，有
不少生命结束在最美的年华。

据统计，在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门诊上，青

少年抑郁患者较5年前增加了50%。侯正华
介绍，抑郁正成为自杀的重要原因，而类似这名
女大学生过量吞服抗抑郁药物送医的案例，也
是屡见不鲜。

为何年纪轻轻就这样想不开呢？侯正
华介绍，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有差异，对
负面事件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相对来说，
青少年和女性在自杀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更
高。青少年人群的心理不及成年人成熟，生
活缺乏明确的目标，易出现低落情绪，面对
学业压力、情感伤害和家庭矛盾时又欠缺较
成熟的情绪调节能力，容易一时想不开做出
不理智行为。

此外，女性与男性相比，性格更内向，情
感上也更为脆弱，不管是在面对情感伤害
还是人生大起大落时，她们的承受和调整
能力相对较差。同时，女性的情绪还受到
生理周期的影响，在例假期、怀孕后、更年
期情绪波动大，这几个时期导致抑郁症的
情况也较多。

抑郁治疗有原则，25岁以下患
者用药需谨慎

“抑郁症并不是听上去那样可怕，我们需
要正视它，及时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侯正
华指出，在临床上，抑郁症的治疗是有严格的
标准和规范的。

具体来说，药物治疗之前首先要确定诊
断，确诊之后还是以新型抗抑郁剂治疗为主，
单一用药，小剂量起始，足量足疗程治疗；用
药过程中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缓慢加量，
逐渐增加至有效剂量（足量）；大多数药物起
效需要4-6周，医患都要有耐心，避免频繁换
药；只有在单一用药足量足疗程治疗无效时，
才考虑换一种机制的药物，或者两种不同机
制的药物联合使用；一般不主张两种以上抗
抑郁剂联合使用；换用不同机制抗抑郁剂时，
注意间隔一定时间，有利于药物的新陈代谢，
避免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在抗抑郁剂治疗早期，可能
会有些患者，尤其是25岁以下年轻人在使用
某些药物过程中，会增加自杀风险，所以在治疗
过程中需要加强关注。

抑郁患者必要时住院接受治
疗，避免悲剧发生

专家呼吁，对于抑郁症患者，必要时还是要
住院治疗，这样有助于加强监护，督促治疗。对
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严重自杀倾向的
患者，必要时还需要进行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此外，患者身边的亲友还需要督促患者按
时按量服药，不要随意减药、停药甚至换药治
疗。家人还要注意患者言行有无和平时反常之
处，比如突然变得释然，和周围人说一些类似于
“你以后要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种
交代后事的言语，警惕自杀风险。

通讯员 蔡逸秋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盐通高铁昨全线接触网成功送电

10月15日下午，第三届淮安食博会举行
构建绿色安全食品供应链主题峰会。紧扣“绿
色安全、融合共赢”主题，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
代表处临时代办张忠军等业内“大咖”围绕食品
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论剑”交流、智慧
碰撞。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农业农
村厅、省贸促会等本届食博会支持单位领导出
席活动。

活动中，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淮安市政府向
12家“淮味千年”使用单位授牌。第三届食博
会组委会、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阿里巴
巴本地生活共同发布“食物零浪费”行动计划，
向全国食品餐饮行业从业者及广大消费者发出
文明餐桌、珍惜粮食的倡议。

据了解，为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饮食
需求，近年来，淮安依托“中国食品名城”优势、
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平台，以有机化、生鲜化、
功能化、高端化为方向，聚焦发展特色食品精深
加工和酒、饮料、方便休闲食品、营养保健食品
制造等产业，为淮安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在特色农业方面，以有机化、品牌化为
方向，领先全省推出整市域、全品类的农产品区
域共用品牌——“淮味千年”，品牌汇聚了淮安
数百种优质农产品，成为淮安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信誉的象征保障。 唐筱葳 裴睿 朱鼎兆

构建绿色安全食品供应链
业内大咖淮安“论剑”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作为江苏计划年内开
通的第二条铁路线，目前在建的盐城至南通
高铁昨日14点全线接触网送电成功，为即
将开展的联调联试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中的盐通高铁北起徐盐铁路盐城
站，南至沪苏通铁路南通西站，正线全长
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盐
城、大丰、东台、海安、如皋南、南通西6个
车站。2018年5月1日全线开工建设，预
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今年8月，新建的
大丰、如皋南、东台三站完成站房混凝土主
体结构封顶，进入到钢结构网架及装饰装
修工程阶段。上月底，线路轨道正线铺通

后已经顺利进行冷滑试验。在此次接触网
送电成功并开展热滑试验后，预计本月中
旬会启动全线路联调联试工作。

盐通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徐盐高铁、沪苏通铁路共
同构成京沪高铁南段的重要辅助通道，建
成后实现徐盐、连盐、沪苏通等铁路间的互
联互通，形成华北、西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
联系的便捷运输通道，可有效缓解京沪高
铁徐州至上海间的运输压力。与此同时，
由于其南段的沪苏通铁路已开通运行，当
盐通高铁年底通车后，未来只需沪苏通铁
路二期建成并接入上海，将让渤海湾、长三
角、珠三角等重要的城市群实现高铁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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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聚汇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江北第四分公司公章遗失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选聘物业公告：安怀新村住宅
小区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
道安怀新村330号，总建筑面积
41754.34 平方米。现公开选聘
物业服务企业，具体详见小区
选聘公告，即日起 7 天内报名，
联 系 人 ：过 女 士 电 话 ：
18913936216
遗 失 ：李 政 警 察 证 ，证 号
085736，声明作废

公 告 ： 周 涛
（32011419861206**** ）因其不
当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于2020年10月16日解除劳
动合同，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遗失 南京市秦淮区杜斌服饰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20104600208131 声明
作废

公 告 ： 牛 大 超
（32011419871025****）因 其 不
当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于2020年10月16日解除劳
动合同，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
限公司 2020年10月17日
遗失南京晏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章 发票章 陈晋法人
章 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李峥旸遗失南京艺术学院学生
证，证号B190105009，声明作废

江苏通迹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10 月 15
日股东（大）会决议，江苏通迹
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江苏通迹达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2020年10月
16日

减资公告：南京凯欣德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0年
10月16号决定注册资本从500
万元减至400万元，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担保。
詹震威军官证遗失，证号军字
第1692766，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悦哲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章，声明作废，并承诺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棋开得胜
棋牌室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23600319780，声明作废
遗失：当涂县张庆木门经营部
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吴海燕小吃
店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JY13201150258846，营业执照正
副本92320115MA1XK675X3声
明作废

门面出租
和燕路 294 号门面房，面积
56 平方米，联系人：董先生，联
系电话：15312001004

管伟法 摄

晨报讯(通讯员 陈婧 庞成功 冉向
波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近日，
交警二大队民警在虎踞南路开展酒驾整
治时，一辆小车在关卡不远处停下来，疑
似酒驾，民警便上前查看情况。驾驶员吴
某打开车窗的瞬间，民警明显闻到一阵酒
味，吴某斩钉截铁地说自己真的没有喝
酒，是副驾驶同行人员喝的酒。民警要求
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检
测仪检测，吴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22mg/100ml。当吴某看到自己吹出的
数值时，改口称自己是吃了两个槟榔，没
有喝酒。9月24日，吴某来到大队处理，
他承认自己在当天深夜一时左右确实喝
了一瓶500ml的啤酒。

日前，江宁禄口交警中队查处了一起
酒驾，面对交警的查处，驾驶员坚称是吃
豆腐乳导致的。然而，在交警的再三追
问下，驾驶员终于承认自己和朋友喝了
二两白酒，他也将因酒驾受到严惩。高
新区交警中队日前则查到一起奇葩酒
驾，酒驾司机本来想开车门逃跑，被交警
当场拦下。此时，司机又开始上演耍赖
的把戏，不肯酒精检测。当交警表示要带
其去抽血，他这才乖乖接受酒精检测，检
测结果构成了酒驾。

酒驾被查居然甩锅槟榔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
静）近日记者获悉，目前滴滴修改上车点
功能已经在全国上线，乘客可直接在一定
距离范围内修改上车点。

滴滴地图与公交事业部总经理柴华
说，目前乘客使用网约车时，若发单后发
现不小心输错了上车点，可直接在一定距
离范围内再次修改上车点，并不用重新取
消订单或是苦苦在原地等待司机接驾，能
进一步提升出行效率。这一修改上车点
功能仅在司机未临近原上车点时才可以
使用，每单仅支持修改一次。

滴滴约车
可小范围改上车点

无人机喊话劝退钓鱼爱好者
晨报讯（通讯员 张茜 潘明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秋高气爽，水里的
鱼儿为了过冬的需要，往往都会在岸边稍
深的乱石和水草中觅食，此时正是最适合
垂钓的时节，不少鱼塘沿岸都吸引了钓鱼
爱好者的驻足。江北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在增加巡查频次的同时，使用无人机对
河堤边垂钓等各类不安全行为进行劝阻。

10月15日一大早，天空飘起了小雨，
雨淅淅沥沥，一直下个不停，清晨7点多的
城南河河堤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垂钓者，有
的一边钓鱼一边打着伞，有的穿着雨衣，有

的坐在河堤边的草丛里，出现一出“河边蓑
笠翁，齐钓满江鱼”的画面。

“师傅，注意脚下，雨天河堤湿滑，赶紧
收竿回家吧！”“您头顶上有高压线路，雨天
非常危险，请速速离开！”“这位坐在杂草丛
里的大叔，就是您，钓鱼也要注意周边环境
卫生啊，注意预防血吸虫病，赶快离开吧！”
正在专心致志钓鱼的市民们，听见响亮的
喊话，却没有见到执法人员。原来是一架
无人机正在空中盘旋着，不时喊话垂钓者，
直至市民收拾东西离开。

由于近期钓鱼者络绎不绝，顶山大
队运用新式执法装备——无人机，通过
显示屏观察情况，及时喊话，耐心劝导，
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仅增
加了新鲜感，也大大较少了距离感，更容
易劝退垂钓者。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遗失：南京菲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113MA22E04R51，遗失公章、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