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日至14日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里，跟养老有关的啥都有

本本周周末末，，带带爸爸妈妈来来逛逛““老老博博会会””吧吧

本报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陈为民

6-11岁儿童行为

问题检出率为11 . 1%

本次宣传活动，包括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大讲堂、精神
心理科专家义诊等活动。历下
区中小学部分老师、学生家长
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启动仪式上，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党委书记、理事长王
汝展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随
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
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呈明显的上
升趋势，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
理问题日益突出。山东省第四
次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全省18岁以上人群中各类
精 神 障 碍 的 现 患 率 已 达
17 . 56%，另外，6-11岁儿童行为
问题检出率为11 . 1%。

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负担，
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心血管疾
病和癌症，排在第三位。“特别
是对于承压能力较弱的儿童青
少年，造成的精神痛苦更为严
重，导致无法正常学习生活，甚
至危及生命。”王汝展表示，特

别是抑郁症，已成为目前15至
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病因。

在随后的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大讲堂上，山东省精神卫
生中心主任医师胡蕾、副主任
医师杨丽敏两位专家就儿童青
少年心理卫生专题进行了生动
精彩的讲座。

婴儿与主要养护

者应建立安全的依恋

关系

从0岁到青少年，不同时期
孩子心理发展特点不同。

婴儿(0-2岁)时期：婴儿与

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之间
形成的依恋关系会影响成人后
的人际关系、婚姻质量和成就。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
有大量针对母爱缺失对子女人
格发展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
在孩子3岁之内没有机会与养
护者建立起安全的依恋、突然
与养护者长时间的分离，或者
频繁更换养护者，都可能使孩
子形成精神病态人格和日后的
问题行为。

为了促进积极依恋关系的
形成，从总体上来看，母亲的自
信、快乐、慈爱、保护和同情，可
以使儿童体验到“母爱”，儿童

会内化并回报父母的这些情
感和行为，使它们反过来成为
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并延续到
成年，并传递给下一代。

自尊是最值得重视

的幼儿情绪体验

幼儿(2-6岁)时期是个性的
初步形成阶段，其中自尊的发
展，是最值得重视的幼儿情绪体
验。自尊得到满足会使儿童感到
自信，体验到自我价值感。

3-4岁：是儿童发展的第
一逆反期。这期间，儿童希望
实现自我意志，希望父母接纳
自己“我长大了”并且“很能
干”，要参与成人的生活活动，
常逆着父母意愿说“不”。

这些都是儿童心理发展
的正常现象，父母不应该用专
制、放任或者不过问的态度，而
应该给予温暖和关爱，积极接纳
孩子的需求，热心参与孩子的游
戏等活动。保持一些恰当的控制
技巧并给予一定的自主性，鼓励
孩子和同伴之间的友谊。

小学期(6-11岁)：儿童的自
我意识会进一步发展，同伴之间
持久的亲密友谊关系、家庭人际
关系(例如亲子质量、婚姻质量)
都会对心理发展造成影响。

在这一阶段，家长要善于
调节自己的教育方式，由单向
权威服从关系，逐步转变为平
等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既
要给孩子以选择和决定的权
利，又不能放任自流。培养孩子

独立自主，宽松而又民主，专
制、惩罚、溺爱，都会剥夺孩子
练习自我控制的动力。

家长要学会倾听，

尊重孩子的隐私

青春期(11-18岁)：孩子的
生理发育加速，心理发展呈现
矛盾性特点，包括心理断乳与
精神依托之间的矛盾，成就感
与挫折感的交替等。

开始强烈关注自己的外
貌，重视自己的能力，有很强的
自尊心。但是情绪稳定性较差，
起伏变化多，会因为与父母的关
系等问题而增加烦恼，也会因为
缺乏友谊而感到孤独和压抑。还
会为了独立自主、地位平等而抗
争，和家长、老师的观念发生碰
撞。这既可以表现为激烈反抗，
也可能表现为冷漠相对。

对于孩子交友的需求，父
母要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提
出具体而简单的底线要求。要
让孩子信任你，愿意和你说出
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家长要
学会倾听，不要急于批评和指
正。面对早恋时，家长不要大惊
小怪，但也要让孩子知道界限
和原则。

对于孩子的自我认知方
面，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隐私和
权利，给孩子自由的空间；鼓励
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及时恰当
地给予性教育；对孩子有适当
的期望，转变“学习是唯一”的
观念。

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专家教你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孩孩子子成成长长的的每每个个阶阶段段，，你你该该如如何何对对待待他他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记者
陈玮) 今年重阳节，你想好

了带爸妈怎么过吗？好消息！第
十届山东老龄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老博会”)10月12日至
14日在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智能化养老什么样？如何选
择适合老年人的家具？机构养
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异地
旅居养老、生态休闲养老到底
哪种养老方式更适合？你关注

的，爸妈关心的，“老博会”上都
有！本届老博会实行免费凭票
进场，参观者可前往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广场观众登记处，登
记后领取进场凭证。

在养老服务机构区域，包
括威海盛泉、光大汇晨、心家
园、长城、富翔等上百家养老服
务机构都将集中亮相，展示餐
饮膳食、文化娱乐、康复训练、
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产品。

医疗健康服务中，参展企
业包括西门子助听器、中医风
湿病医院、梁氏崇德堂、山东英
才学院等数十家医疗健康机构、
学院，让观众零距离接触最新最
前沿的健康理念与服务。

在博览会上，您还将看到
“智能化养老”。济南方德自动
化、山东科亿宏智能科技、浙江
新丰今年等行内领先企业带来
的智能护理机器人、智能健康

枕、智慧床垫、大小便智能护理
机器人、陪伴式下棋机器人将演
绎智能居家养老科技，展示契合
中国实际的智慧养老解决方案。

在养老地产方面，包括日
照终生幸福院、烟台美航康悦
城、鲁商福瑞达、东篱居等医养
结合的示范养老地产将带来舒
适、宜居的养老地产。

此外，适老家居养老产品也
在博览会上亮相。珠海保利和

品、北京伟森、上海壹居壹格等
带来兼具功能性、实用性和安全
性系列适老家具，以益生康、泓
鑫全品、上海招汇为代表的医用
护理仪、家庭护理设备以及老年
代步车、老人手机等，近千款养
老、健康、养生产品。

博览会将持续到10月14
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去逛逛,
13日、14日前来参观的朋友，还
有机会领取到小礼品。

10日是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心理，快
乐人生——— 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9日下午，为倡导全社会共
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由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和济南市历
下区卫计局、历下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山东省暨济南市历下区世
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成功举行。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记者 陈玮 通讯员 于
艳) 9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
悉，近日，山东省民政厅、山
东省财政厅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临时救助的对象范围、审
核审批程序、救助标准、救助
方式、组织保障等政策措施
作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意见》明确将支出型贫
困对象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提出临时救助对象包括本地
户籍人口和持有居住证的非
本地户籍人口，根据困难情
形，临时救助对象可分为急
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

对象。
山东大幅度提高了临时

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标准的
城乡统一。具体标准为：对患
重特大疾病患者家庭，可视
相关医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
助后个人自付费用给予救
助，各地可按照个人自负费
用分段分档进行救助，每人
救助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
城市低保月标准的3-12倍；
对因子女自负教育费用负担
过重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每人救助标准原则上控制在
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3-6
倍，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本
地经济社会发展，在上述基
础上适当提高救助标准。

山山东东临临时时救救助助标标准准
最最高高可可达达当当地地月月低低保保1122倍倍

““ee养养山山东东””智智慧慧医医养养平平台台登登陆陆老老博博会会
由本报倾力打造，到场加入会员可领取精美礼物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记者
陈玮) 12日-14日，第十届山

东老龄产业博览会将在济南舜
耕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由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打造的山东智
慧医养结合信息服务平台———

“e养山东”将正式登陆老博会。
同时，齐鲁晚报会员俱乐部开
启招募，持本报到现场加入会
员，有机会领取精美礼物。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展位在A308。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挥
自身媒体和技术优势，倾力打
造了智慧医养结合信息服务平
台———“e养山东”。经过前期测
试，目前已上线试运行。该平台
基于微信和PC端，用户通过该

平台可以找资讯、找医生、找陪
诊、找中医、找旅游、找养老机
构、找家庭医生等，平台将为用
户提供一站式智慧养老、智慧
医疗和医养结合服务。

12-14日，“e养山东”平台将
正式登陆老博会，同时启动齐
鲁晚报会员俱乐部招募。凡加
入俱乐部的会员，可以免费参
加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组织的
各类公益讲座、公益论坛等公
益活动，还有机会获得免费洗
牙、体检等服务，同时持有本会
员卡可以到合作商户享受折上
折优惠。读者可到现场办理会
员，还有机会领取精美小礼物
(数量有限，领完为止。)展位位

于A 3 0 8 。咨询电话：0 5 3 1 -
85196381。

除了招募会员，平台同时诚
招各类与智慧医养有关的企业、
机构加入平台。凡是能提供养老、
护理、康养、旅游、医疗服务的机
构均可与平台联系。试运行期间，
所有相关企业和机构均可免费入
住。咨询电话：0531-8519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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