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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次次进进精精神神病病院院都都因因没没钱钱回回家家
精神疾病患者生存困局难解，监管救助乏力埋下诸多隐患

本报青岛5月28日讯（记者 刘
腾腾） 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青岛
市疾控中心对青岛成人烟草流行状
况以及青少年烟草流行状况等方面
做了调查，统计发现，目前，青岛吸
烟人数共有192 . 1万人，吸烟者日平
均吸烟量17 . 3支。

在成人烟草流行状况方面，调
查发现，青岛市总体吸烟率有下降
趋势，男性人群吸烟水平依然处于
高平台期，且戒烟欲望不强。青岛市
15岁以上人群中吸烟率为21 . 3%，全
市吸烟人数约192 . 1万人，低于全国
成人吸烟率。男性人群中有187 . 5万
人正在吸烟，吸烟率为40 . 5%。吸烟
者日平均吸烟量17 . 3支，购买每包
机制卷烟的平均花费约为8 . 5元。男
性人群吸烟水平仍处在高平台期，
而且主要集中在中青年。调查发现，
青岛二手烟暴露依然相当严重，餐
厅和娱乐场所是重污染区。

作为控烟的重点人群，青少年
吸烟率同样堪忧。对覆盖 1 0个区

（市）的44所学校6155名初一至初三
学生的调查发现，青少年开始尝试
吸烟年龄较早，2%的初中生正在吸
烟，尝试过烟草制品的初中生占8%

（全国为20%），其中的4/5在13岁前
尝试过吸烟，10个吸烟学生中3个已
经有烟草依赖症。

青岛吸烟人群

平均一天超17支

本报济南5月28日讯（记者 沈
振） 28日上午，济南通航空管信息
服务站在齐河正式揭牌，进入试运
行阶段。通用航空空管信息服务站
将以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在山
东低空空域为通用航空活动提供飞
行计划、飞行情报、航空信息、气象
情报、告警及协助救援等空中交通
服务。

近年来，通用航空产业已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空中喷洒农药等
各种飞行作业、空中游览、商务飞行
等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和低空运行需
求增长迅速。然而，由于体制原因和
缺乏相应的空管规章及飞行信息等
保障服务，低空飞行申报手续繁琐，
运行效率低下，乱飞、“黑飞”现象比
较严重，产生了诸多不安全因素，通
用航空空管信息服务站建设已成为
当务之急。

据了解，位于青岛的另一处通
航空管信息服务站已于5月22日揭
牌，此次济南通航空管信息服务站
的正式揭牌，标志着我省仅有的两
处国内首批通用航空空管信息服务
站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本报济南5月28日讯 山东省
公安厅日前接公安部协查通报，
2015年3月1日上午9时，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警方在京沪高速江都往泰
州方向江都大桥镇路段南侧排水旱
沟里，发现一个编织袋里裹着一女
性尸体。当地警方悬赏10万元征集
破案线索。

警方介绍，死者身高1 . 55米，年
龄38岁左右，体态偏瘦，染黄色头
发，发长约20厘米，有耳环孔，多颗
牙齿有过修补，有过生育史（非剖腹
产）。对查明死者身份或其他重要信
息直接破案的线索提供者，公安机
关将及时兑现赏金10万元。联系电
话：帅警官 1 3 6 0 1 4 4 2 2 2 1；李警官
13813165488。 （本报记者）

由于家庭困难，长期缺乏治疗，济南市济阳县新市镇
薛坊村村民张某精神疾病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一场悲
剧。5月26日凌晨4时许，张某将其叔叔殴打致死。

目前国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方式是“家庭责任为
主，公共责任为辅”。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患者由家庭来
看管。而由于家庭的管理能力有限，患者实际常常处于要
么放任不管、要么铁链相锁的尴尬状态。

张某打死亲叔叔后，很多
村民反映，此前张某隔一段时
间就会犯病，“但没想到会出这
么严重的事”。张某病发时，由
于其经常喊叫、打人，周围的邻
居都躲着他。

从犯病起的五年时间里，
张某的叔叔先后五次把他送
进精神病医院。张某的叔叔已
经年过七旬，爷俩靠几亩地赚
的钱根本不足以让张某长时间
接受治疗。“有点钱了就去医院
看看。”而费用不足的时候，张
某长时间处于没人管的状态，

这样的治疗不仅没有让张某病
情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身患精神疾病，反反复复
短期治疗，又要感受到周围人
的“敌意”，济南市心理卫生
协会副会长张洪涛认为，这对
患者病情的危害非常大。“对
精神病患者来说，起初的治
疗，有利于他意识的清醒，此
时他感受到的是关怀和关爱。
而重新回到一种敌对的状态
时，只会让他的情绪越来越极
端 ，引 发 更 多 心 理 上 的 障
碍。”

目前，对精神疾病患者救
治的方式主要是以“家庭责任
为主，公共责任为辅”。在这种
模式下，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
由家庭来看管。而一般家庭都
没有专业人员，缺少对待精神
病患者的常识。一旦患者病发，
家属如果不能合理应对，很容
易酿成悲剧。

薛坊村村民告诉记者，张
某犯病时，如果不跟他正面冲
突，顶多是嚷嚷几句，一旦发生
口角，张某就会失控。

为了不让精神病患者闹
事，很多家庭都选择把他们锁
在家里，更有极端的则把他们

关在铁笼里。“平时得上班，没
人看着她，不锁起来万一出了
事情该怎么办？”济宁一位患者
家属把妻子锁屋里已有八年。

在济南一家医院的办公室
里，记者看到了一份记录着该院
历年救助患者的名录，几乎每一
例的备注栏里都提示他们曾经
被铁笼、铁链或铁窗“囚禁”。

张洪涛认为，这种情况很
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精神病患
者的人身受到限制，平时缺乏
交流和疏导，病情越来越重，家
人更不敢把患者放出来自由活
动。这样下去，精神病患者会逐
渐丧失社会行为能力。

据山东省精神疾病流行
病学抽样调查，山东18岁以
上人群中，患有不同程度精
神疾病的占18 . 39%。面对数
量众多的精神病患者，社会
救助力度仍然很薄弱。

数据显示，目前山东省
重度精神疾病的就诊率不足
40%，约有60%的重症患者
滞留于社会和家庭当中。其
中，正规治疗的26 . 6%，间断
治疗的52 . 4%，没有治疗的
21%。

济南市残疾人联合会的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
们救助的对象仅限于持证的
精神残疾人，每年每人有750
元钱的补贴。由于很多救助
工作都要依托于精神卫生中
心，而我们又没有这些，救助
工作我们能做的很有限。”

记者从民政和卫生部门
了解到，目前对精神疾病患
者的救助方式是医药补贴和
医疗保险报销、大病报销项
目。济南市卫计委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针对贫困精
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问题，目

前还没有一个办法和方案来
解决，目前不可能免费。”

“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
费是有限的，现在很多急
需经费的病都满足不了。
另外，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牵扯到民政、卫生、公安、
残联等等，希望有关部门
能通力合作。”

目前精神病患者没有专
门机构监管，缺乏相关公益
性质的治疗机构和经费，一
旦发生像张某这样的犯罪行
为，如果犯罪行为被鉴定为
精神病患者发病期间所为，
那么他将不负刑事责任，在
强制医疗一段时间后，或将
再次被遣送回家，又成为安
全隐患。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
庭看不起，以为就没办法
了。”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
精神病患者带给家人的不仅
是物质上的负担，也有精神
上的折磨。“很多家庭时间一
长很难忍受精神病患者，干
脆就自暴自弃了。”张洪涛
说。

本报烟台5月28日讯（记
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盛春
子） 28日一早，蓬莱国际机
场首批早班航班旅客陆续到
达机场航站楼准备值机。早上
7点10分，山航烟台中转济南
到昆明的SC4873搭载70名旅
客飞离新机场，成为首个从新
机场出发的航班。据了解，新
机场首秀日共有62个航班从
新机场出发，预计当日进出港
旅客达到1万人次左右。

28日早上5点多，旅客孙
国力到达新机场航站楼出发
层，通过自助值机打印出自己
的值机牌，成为新机场首张正
式航班值机牌，“我的航班是
山航SC4727，到南京中转然后
到桂林。”孙国力说，“昨晚6点
多刚从长沙坐飞机到达莱山
机场，很幸运地经历了烟台机
场的转场。”

早 上 7 点 1 0 分 ，山 航
SC4873航班搭乘70名旅客起
飞，成为首个从新机场出发的
航班。“目前，我们正在紧密观
察第一个航班从乘客值机到
飞机离港整个程序是否畅通，
相关设备是否运转正常，系统
是否出现异常。”机场工作人
员贡承明说。

“新机场真漂亮，我们过

来看看。”28日早上，机场还迎
来了一批游客，大邹家村的孙
女士告诉记者，新机场离他们
家也就8公里，一早就和邻居
来参观。蓬莱机场西侧的高地
上，一些市民正在翘首以盼飞
机的起降，“去年动车开通的
时候专程去烟台南站见识了
下动车，新机场离家很近，就

想来近距离看看大飞机。”63
岁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新机场的启用同
时伴随着航运旺季的到来，新
机场目前已经确定增加航线。
其中在6月份将增加的有杭州
经停烟台前往哈尔滨的往返
航线、武汉经停烟台前往哈尔
滨的往返航线、沈阳经停烟台

飞往兰州的航线，还有从烟台
起飞经停郑州前往乌鲁木齐
的往返航线，以及每天一班烟
台直飞海拉尔的航线。

蓬莱国际机场作为省内
三大干线机场之一，不断完善
的航班线路将不断满足市民
的出行需求，为区域经济的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济南空管站试运行

低空飞行更便捷

警方悬赏10万元

征集破案线索

蓬蓬莱莱机机场场首首秀秀日日，，6622个个航航班班出出港港
下月将增加五条航线，附近居民纷纷到机场参观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家里没钱没人，只好放任不管

为保家庭邻里安宁，无奈铁窗囚禁

家庭难以承担，社会救助欠缺

张某杀害叔叔后，曾经居住的房子已经空无一人。

精神病男子打死叔叔

28日，烟台蓬莱国际机场首批离港乘客经过廊桥进入机舱。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延伸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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