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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心理健康
预防精神疾病

国庆期间我市市民踊跃献血
172 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 52800 毫升

香洲区大力推进心理健康及精神卫生工作
灾害期间，组织专项行动，落
实全国、全省专项工作方案，
强化重点时期管控，确保不
漏管、不失控，防止肇事肇
祸，
维护平安稳定。
对符合条件的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及其家属，香洲区
□本报记者 马涛
有不同形式的救治救助政
策，包括免费基本公共卫生
健 康 不 仅 仅 是 没 有 疾 服务、就业帮扶、医疗保险、
病，而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 医疗救助、康复救助、兜底救
会适应的完好状态。精神障 治等。香洲区兜底救治定点
碍同感冒、高血压、糖尿病一 医疗机构为珠海市慢性病防
样，是一种并非少见的疾病。 治中心（珠海市第三人民医
我国有超过 1.8 亿人有不同 院）和珠海白云康复医院。
今 年 ，香 洲 区 为 在 册
程度的精神心理疾病，
重度患
者超过 1600 万人，已经超过 3500 多名患者提供了免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 2500
心脏病和癌症患者人数。
为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 多名在管并积极履职、配合
养，
加强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 管理的患者监护人给予相应
务，近年来，香洲区大力推进 补助，为 190 多名家庭经济
心理健康及精神卫生工作，
努 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
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供兜底救治，同时为所有精
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购买责任
●为严重患者提供兜底救治
补偿保险，每次累计赔偿限
16 岁的小明（化名）因家 额 2000 万元。
庭发生变故后没有及时接受
●开展社区心理辅导工作
心理辅导，导致患上精神疾
病，无法与人交流和学习。
13 岁的小伟（化名）来自
2018 年底开始，他来到了珠 珠海，
他在校园中因琐事被同
海市香洲区岭南社区卫生服 学误会，进而被孤立，
慢慢出
务站心宁日间照护中心，
接受 现不开心、
烦躁、
兴趣消失、
记
了专业的咨询、指导和治疗。 忆力下降等症状，
因没有及时
在医生的鼓励和支持下，
小明 进行心理疏导与就医，
逐渐产
的病情慢慢稳定。今年 9 月， 生自杀自伤的想法，
并上网查
他复学了，
开始了新的人生历
链 接
程。 这是香洲区积极推进
精神卫生工作，
保证患者应治
尽治的一个案例。
据介绍，2019 年 2 月 21
日、3 月 18 日、5 月 22 日，香
洲区分别召开了 3 次区严重
符合以下情况，应尽
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联席
早接受心理干预
会议，研究推进各项救治救
1. 情绪低落或情绪不
助工作，加强各社区对精防
稳，
时间超过 3 周未缓解。
工作的重视程度，把精防工
2. 困扰状态影响到正
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4
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月 28 日，该区召开了 1 次协
3. 有过较大的现实刺
调会议，研究解决现实存在
激事件发生，并且造成主
问题，并为该区第一例强制
观感受不舒服，持续时间
医疗患者进行了兜底救治。
在 2 个月左右或以上。
同时，完善精神卫生综
4.长期失眠，
是一种持
合管理协调机制，加大推进
续相当长时间(每周至少 3
建立社区关爱帮扶小组工
晚，
持续3个月)的睡眠的质
作，建立每月巡查随访工作
或量令人不满意的状况。
制度，
落实管理措施，帮扶到
5. 长期躯体不适，经
位，消除安全隐患。
躯体检查未发现明显器质
2019 年 1 月至 9 月，香
性改变。
洲区妥善处理有肇事肇祸倾
6. 长期家庭纠纷，使
向案例 150 多人；在重要节
个体之间长期处于一种非
假日、重要活动及重要自然

找方法，
所幸未遂。家长发现
了小伟的异常，今年 4 月，带
其到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就诊接受治疗，
医护人员对其
进行音乐治疗、松弛治疗、特
殊工娱治疗、
作业疗法等康复
训练促进社会功能恢复，
使其
病情逐渐稳定并于 7 月出院，
回归校园。
据 介 绍 ，仅 仅 是 2018
年，香洲区 29 家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为像小伟这样的 800
多名患者提供了免费心理咨
询服务。今年，香洲区以项
目申报的新形式开展社区心
理辅导工作，共支持 9 个社
区心理辅导项目（其中，
重点
支持项目 2 个：南屏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岭南社区卫生
服务站心宁日间照护中心；
支持项目 7 个：华发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莲花社区
卫生服务站、南山社区卫生
服务站、康宁社区卫生服务
站、北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水
拥社区卫生服务站、富华社
区卫生服务站）。
此项工作要求项目单位
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
人、家属及其他重点人群提
供心理疏导服务，加强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各项工作
指标完成度，同时组织心理
辅导公开课，开展心理健康
科普工作，提高大众关注度。

识别预警信号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常紧张、
猜忌的关系。
7. 无节制沉溺于单机
或网络游戏，因过度游戏
而忽略其他兴趣爱好和日
常活动。
符合以下情况，应尽
早住院治疗
1. 首次发病的确诊精
神障碍患者。
2. 精神症状明显、病
情较重的患者。
3. 严重影响他人或自
身安全的患者。
4. 神志不清、抽搐或
合并脑炎、肝炎、心脏等
躯体疾病的患者。
5. 出现严重药物不良
反应，或药物治疗效果不
佳需要调整药物等。

爱心市民踊跃献血。
国庆期间，我市爱心市民纷
纷捋起衣袖，用无偿献血的方
式，弘扬乐于奉献、友爱互助的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为保障国庆
节期间珠海市临床用血及突发事
件的用血需求，市中心血站在节
前制定了《珠海市中心血站2019
年国庆期间血液应急保障方案》，
并做好了突发情况应对措施。国
庆期间，
为方便市民献血，
市中心
血站采供血工作一如既往开展，
为献血的市民提供服务。
10 月 1 日上午，吉大献血
屋一开门就有不少市民排队等
待献血，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用无
偿献血的方式为新中国 70 华诞

康丽莉 摄

献礼。在这群可爱的人中，医务
人员无意中发现了
“血站的老朋
友”
——香洲区第十九小学的梁
副校长，
“ 这几天在新闻里看到
国庆相关报道，我心中油然而生
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我希
望用献血这种特殊的方式回馈
我的祖国。”
梁副校长表示，这次
献血不单单是以一个普通献血
者的身份，还多了一个身份——
珠海市援建怒江教师，这让他感
觉人生更有价值了。
国庆期间，不少市民纷纷用
行动诠释着爱与温暖。据统计，
国庆假期共有 172 人成功献血，
累计献血 52800 毫升，捐献血小
板 27 个治疗量。
(珠海市中心血站 宋洁)

儿童龋患多发

专家建议关注儿童口腔健康
近期多位医生在接诊中发
现，儿童患龋齿的情况越来越
多，儿童口腔健康不容乐观。专
家提示，
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第
一责任人，应尽早关注儿童口腔
健康。
2017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
我国
12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 34.5%，
比十年前上升了7.8个百分点。5
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70.9%，
比十
年前上升了5.8个百分点，
儿童患
龋情况已呈现上升态势。
“从出生开始，家长应为婴
幼儿清洁口腔。”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医生
王变红建议，婴儿出生之后，家
长应每天用软纱布或软毛牙刷
为孩子擦洗口腔。牙齿萌出后，
可用纱布或软毛刷轻轻地为孩
子擦洗口腔和牙齿。当多颗牙
齿萌出后，家长可用指套刷或软
毛刷为孩子每天刷牙 2 次，并确
保清洁上下颌所有的牙面。在
家长的辅助和监督下，儿童应完
成每日至少两次的口腔护理。
王 变 红 说，如 果 儿 童 有 吮
指、咬下唇、吐舌、口呼吸等不良

习惯，应尽早戒除，否则会造成
上颌前突、牙弓狭窄、牙列拥挤
等错颌畸形。如果不及时纠正
不良习惯，后续的错颌畸形矫正
治疗将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财
力。
很多家长认为，
因为乳牙会
掉，就算患龋也无需治疗，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
童口腔科医生张元敏表示，
这种
观点是错误的。
“龋病能引起孩子牙痛，牙
龈、面部肿胀，甚至高热等全身
症状。龋病长期得不到治疗或
造成儿童偏侧咀嚼，
双侧面部发
育不对称，还会影响恒牙的正常
发育和萌出。
”
他建议，
如果孩子
患有龋齿，应尽快到正规口腔医
疗机构就诊。
专家建议为适龄儿童进行
窝沟封闭，这是预防恒磨牙窝沟
龋的最有效方法。张元敏表示，
其原理是用高分子材料把牙齿
的窝沟填平，
使牙面变得光滑易
清洁，细菌不易存留，达到预防
窝沟龋的作用。由医生检查后，
确认符合适应症的牙齿就可以
做。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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