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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法]

嗜赌父亲遗弃
10个月大男婴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年轻父亲朱

某嗜赌成性，在与妻子吵架后，独自

将1 0个月大的 儿 子 从 岳 父 母 家 带

出，将男婴遗弃在火车站附近的连

锁酒店内，幸亏在铁路民警的帮助

下，及时联系到家人帮助小男婴顺

利返家。

1 2月1 0日中午1 3时许，铁路上

海站派出所指挥室接到辖区内汉庭

连锁快捷酒店工作人员的“ 1 1 0”报

警求助，称有一名男婴被遗弃在酒

店客房内。接到报警后，民警陈智跃

迅速赶到现场，到达酒店后，民警老

陈对婴儿进行初步的外部检查，发

现并无外伤，便交由女民警细心照

顾好婴儿。

随后，民警询问了酒店工作人

员，了解到1 2月9日晚上，有一名青年

男子带着该男婴前来入住，原定于1 2

月1 0日退房，结果中午临近退房时，

工作人员也未见到该名男子前来办

理退房手续，此时酒店保洁人员在经

过青年男子入住的房间门口时，听到

一阵急促的婴儿啼哭声，打开房间查

看，才发现有1 个1 0个月大的男婴正

躺在床上哇哇啼哭，随即报警。

老陈经查阅酒店的监控视频，确

定了携带婴儿的青年男子的体貌特

征，并根据青年男子登记的入住信

息，调取了该男子的户籍资料，男子

姓朱，本市松江人，经辗转联系，最终

与朱某的父母取得了联系，电话中获

悉到朱某正是男婴的父亲。

下午3时许，男婴的爷爷奶奶从

松江赶到酒店，在确认了两位老人的

身份后，民警老陈将男婴交到了两位

老人手中。老人告诉民警，儿子小朱

嗜赌成性，在外面欠了很多赌债并致

两家亲家不和，他和儿媳吵架，一气

之下把1 0个月大的小孙子从岳父母

家抱出来丢在酒店内，自己独自离

开，至今手机关机无法联系。

妻子不甘被打
举报丈夫吸毒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一对夫妻因

琐事打架，妻子不甘被打举报丈夫吸

食毒品。近日，青浦公安抓获一名涉

嫌吸毒的违法嫌疑人。

201 4年1 2月1 日23时许，青浦公

安分局徐泾派出所接1 1 0报警称，在

青浦区徐泾镇光联村某出租房内有

人打架。

当处警民警赶到报警地时，一男

一女正在互相对骂，并扭打纠缠在一

起。民警当即上前将两人分开。

原来，30岁的妻子陈某当日晚间

因回家迟被丈夫指责，很快夫妻两人

由争吵谩骂发展成动手厮打，处于下

风的妻子在被丈夫扇了两个耳光之

后拨打“ 1 1 0”报警求助。此后，两人

仍旧互相指责。

争吵中，妻子陈某向民警举报丈

夫吸毒。为查明真相，民警将两人带

到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民警通过尿

液检测，很快证明了妻子举报属实，

丈夫周某某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

了自己在家中偷偷吸食毒品的违法

事实。目前，周某某因涉嫌吸毒已被

青浦公安依法行政拘留。

自称无力抚养扼杀女儿
事发后，这户人家的每一处地方

都被悲伤入侵，痛苦似乎刻在了在了

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上。

孩子尚未睁开眼的照片放在客厅

遗像位置，孩子的父亲一言不发，烟蒂

塞满了整个易拉罐⋯⋯孩子的外婆告

诉记者，原本正满心欢喜的给孩子筹

备满月酒，如今心都被掏空了。“ 女儿

是我的心头肉，现在被抓进去了，外孙

女没有了，现在怎么说呢，反正我很难

过，感觉天都塌下来了。真是个可怜的

孩子啊，连眼睛都没好好地睁开过。”

孩子外婆说，自己丈夫身体残疾，多年

前又患上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长期

在医院治疗。所以外孙女出生后，她既

要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又要去医院照

顾丈夫，应接不暇。

事发当天，外婆有事离家，留下

女儿和外孙女在家，没想到发生了悲

剧。

浦东公安告诉记者，1 2月7日1 4

时1 6分，1 1 0接报警称，一刚满月的婴

儿被生母闷死。塘桥所民警到场后，

即将犯罪嫌疑人薛某控制带所，婴儿

经1 20送至仁济东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对薛某初步询问，其自称因无

力抚养刚满月的女儿，遂于中午采用

扼颈手段欲将其杀死，后被其母亲发

现并报警。

产科医生曾嘱咐勿“ 独处”
回想起当天的情况，孩子的外婆

悲痛欲绝，特别是听到女儿说掐死孙

女的那一刻，她眼前天旋地转，几欲

昏厥。

“ 我把她抱起来，喊：‘ 贝贝啊贝

贝，你怎么了。’然后我马上把孩子放

下来，打1 20。等1 20来了之后，我女

儿就说，‘ 我把她掐死了。’”明明是

自己的亲生骨肉，母亲为何要将她残

忍杀害呢？

孩子外婆说，女儿大学毕业后外

表光鲜，可却在201 0年被查出患有抑

郁症，依靠多年来的药物治疗，病情

已经有所缓解。然而，女儿怀孕后因

担心服用药物影响孩子，所以一直停

药，没想到这一停就坏了事。外婆后

来也回想起妇产科医生曾经的嘱咐，

千万不要留母亲和孩子独处。“ 医生

以前关照我，说像她这个情况很可能

会伤害自己的小孩，你一定要把孩子

看牢。”除了医生，居委会也知道这名

母亲曾经去接受过精神治疗，但因涉

及隐私，所以也不便过多干预。

“ 孩子的母亲从小就住在这里，

今年36岁，在大学时专攻法律专业。”

邻居透露说，女婴的父母刚结婚没多

久，平时住在金桥镇的另一套房子

里，因为女婴的母亲要坐月子，前不

久才搬过来和外婆一起住。平日里，

女婴主要由外婆来照顾，女婴的父亲

有空会过来看看。

目前，这名母亲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临床上产后抑郁很常见
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年来

产后抑郁病例逐渐增，不少产妇产后

会出现轻度抑郁，症状一般在产后

3-10天开始，如无故情绪低落、掉泪、

焦虑失眠，对周围事物提不起兴趣，

处理问题能力差等。症状在产后12天

左右会自行缓解。然而，也有10%!
15%的新妈妈情绪很糟糕，缓解不过

来，进而发展为“ 产后抑郁症”，出现

幻觉或自杀念头。

为什么很多产妇产后会出现抑

郁现象？据专家解释，怀孕时期，女性

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增长多达好几倍。

产后，这些激素又会在72小时内下

降，并且逐渐恢复到孕前水平。雌性

激素在短期内出现大波动，会影响到

女性的情绪。同时在其他社会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会导致女性出现抑郁症

状。

“ 性情起伏不定，莫名其妙地忧

伤、流泪、不快乐、容易发脾气，这些

都是抑郁症的症状，特别是产后抑郁

症很常见，临床上我每个月都能碰到

这样的患者。”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

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系兼职教授、

上海华兴心理健全服务中心主任、上

海新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理事长单

怀海教授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产后抑郁既与女性生理因素相关，也

与其家庭和谐，成员之间给予的关

爱、理解和支持有关。其中病情轻微

的患者仅仅是心情不好、不愿回家等

症状，但是如果发展严重的话，会出

现自杀、甚至杀人的行为。”

心理专家可适当介入
事实上，一些关于女性产后抑

郁、自尽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个个新

家庭不仅失去了妻子，还有无辜的、

未来得及享受家人疼爱的小宝宝。接

二连三的消息再次引起公众对产后

女性心理健康的关注。

“ 带娃过度劳累，慌张，不知所

措，调整不过来；担心照顾不好宝宝生

病；担心夫妻感情出问题等，这些问题

都可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高发。”

单怀海教授表示，对于这些，产

妇提前意识到激素影响，做好心理准

备。作为父母辈，多帮忙带孩子，丈夫

多帮忙照顾小宝宝，多支持、关爱产

妇。一家人多关爱、理解和沟通，在照

顾孩子方面可以多咨询他人，必要时

可请教医生护士的意见。

“ 产后抑郁是可以预防的，但是

目前生活中，一般产妇怀孕后，都不

会有心理医生的介入，这一方面，目

前在国内还属于空白地带。事实上心

理医生的提前介入也避免产后抑郁

的发生。”单怀海教授称，产后抑郁造

成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家人一旦发

现“ 苗头”就尽早实施干预。

此外，和一般的产后抑郁症还不

一样，此次案件中，上述事件中的母亲

在生育之前就已经患有抑郁症，这类产

妇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通常情况下，

这些本身患有抑郁症的产妇在怀孕期

间可能会停药，这也可能导致病情的反

复，所以患有抑郁症患者的整个怀孕过

程需要无论是医生或者家人，都需要特

别重视。”单怀海教授表示。

母亲掐死亲生女 疑为抑郁症所致
专家介绍：产后抑郁可以预防，但心理医生介入国内还属空白

上海浦东新区日前发
生的一起命案令人唏嘘，一
名正在坐月子的母亲竟然
亲手将自己刚满31天的女
儿掐死。据家属介绍，这名
母亲患有抑郁症，在家属的
帮助下治疗了4年多，案发
后，许多亲朋好友赶到其家
中劝慰其家属。医生表示，
这些本身患有抑郁症的产
妇在怀孕期间可能会停药，
这也可能导致病情的反复，
所以患有抑郁症患者的整
个怀孕过程需要无论是医
生或者家人，都需要特别重
视。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马鈜

抑郁症患者需要更多人来关心，图为志愿者在做心理辅导。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