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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交警雨中执勤 坚守岗位保畅安
日前，文登地区出现降雨天气，致使

道路能见度低，路面湿滑，给广大机动车
驾驶员以及行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
保障恶劣天气下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
通，防止雨天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威海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积极应对，采
取有效措施，安排警力坚守一线，疏导交
通，积极应对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七大队民警在辖区中信岗、昌阳岗

等重点路段增派警力，加大路面巡查力
度，及时对过往车辆进行分流和疏导，确
保主要交通路口不发生交通拥堵事件，
全力做好雨天事故防控工作。在冒雨执
勤过程中，七大队民警还通过喊话等形
式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安全提示，提

醒驾驶员们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
行，确保出行安全。

同时，为保证学生上学道路交通安
全，七大队积极组织执勤警力，提前来到
辖区各中小学校门前，开展护学岗为学
生安全保驾护航，全力做好雨天学生上
学期间的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张骞 董向阳 丛润展)

文登交警夜间巡查 严厉打击货车违法
为营造良好交通环境，预防

和减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近日，威海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根据辖区
运输车的出行规律，调整勤务时
间，在夜间接连出击，不断加大路
面巡查管控力度，持续开展重型
货车超限超载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对超载超限货车进行精准打
击。

4月13日晚，七大队民警在辖
区道呼路高村镇墩后村路段执勤
过程中发现一辆车牌号为鲁K95
***的运输车装载货物高度明显

超过车货箱高度，民警立即上前
拦停并将车辆引导至附近超载超
限站进行称重，经过磅核查，该车
载物超过车辆核定载质量50%-
100%。同时，民警对该车驾驶员
金某的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时发
现，其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经民
警进一步询问，驾驶员金某对自
己的交通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最终，民警依法扣押违法车
辆，并根据相关法律对驾驶员金
某做出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张骞 刘宇飞)

心理健康素养十条

第一条 心理健康是健康
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心健康密切
关联、相互影响。

一个健康的人，不仅在身体
方面是健康的，在心理方面也是
健康的。

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和发
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
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
的一种完好状态。

心理健康事关个体的幸福，
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心理
健康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联。一方面，心理健康会
影响身体健康。例如，消极情绪
会导致个体的免疫水平下降。癌
症、冠心病、消化系统溃疡等是
与消极情绪有关的心身疾病。另
一方面，心理健康也受到身体健
康的影响。例如，慢性疾病患者
的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发病率
比普通人群更高。长期处在较大
的压力下而无法有效疏解，对心
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会带来不

良影响。
第二条 适量运动有益于

情绪健康，可预防、缓解焦虑抑
郁。

运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
心内容之一，对于心理健康也有
帮助和益处。尤其是有氧运动
时，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内啡肽
又称快乐激素，不仅具有止痛的
效果，还是天然的抗抑郁药。太
极拳、瑜伽等注重觉察和调整自
身呼吸的运动有助于平静情绪、
缓解焦虑。

运动还可以提升自信、促进
社会交往。坚持适量运动，每周
三到五天，每天锻炼30分钟以上，
对于预防和缓解焦虑抑郁更为
有效。如有必要，可寻求医生和
专业人员的帮助，根据自身情况
制定运动方案。

第三条 出现心理问题积
极求助是负责任、有智慧的表
现。

出现心理问题却不愿寻求

专业帮助是常见而有害健康的
表现。不愿求助的原因包括：认
为去见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
师就代表自己有精神心理疾病；
认为病情严重才有必要就诊；认
为寻求他人帮助就意味着自己
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担心
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等。

其实，求助于专业人员既不
等于有病，也不等于病情严重。
相反，往往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更能够积极求助，他们更勇于面
对问题、主动做出改变、对未来
有更乐观的态度。积极求助本身
就是一种能力，也是负责任、关
爱自己、有智慧的表现。出现心
理问题可求助于医院的相关科
室、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和社工
机构等。

求助的内容包括：寻求专业
评估和诊断、获得心理健康知识
教育、接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与药物治疗等。

第四条 睡不好，别忽视可

能是身心健康问题。
睡眠质量是身心健康的综

合表现。
常见的睡眠问题包括入睡

困难、早醒、夜间醒后难以入睡、
经常噩梦等。

睡眠不良提示着存在心理
问题或生理问题，是身心健康不
可忽视的警示信号。多数睡眠不
良是情绪困扰所致，抑郁、焦虑
等常见情绪问题都可能干扰睡
眠。焦虑往往导致入睡困难，抑
郁则常常伴随着失眠早醒等问
题。另一方面，睡眠不良会影响
心理健康，加重心理疾病。

第五条 抑郁焦虑可有效
防治，需及早评估，积极治疗。

抑郁症和焦虑症都是常见
的心理疾病。如果情绪低落、兴
趣丧失、精力缺乏持续两周以上
有可能患上抑郁症。

抑郁症可导致精神痛苦、学
习无效、工作拖延，甚至悲观厌
世，抑郁症患者具有较高的自杀

风险，需要及时防范。
焦虑症以焦虑情绪体验为

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无明确客
观对象的紧张担心、坐立不安并
伴有心跳加速、手抖、出汗、尿频
等症状。

公众要提高对自身情绪健
康的觉察能力，及时寻求科学的
评估方法，尽早求治，防止问题
加重。

抑郁症、焦虑症可以通过药
物治疗、心理治疗或两者相结合
来治疗，及时治疗有助于降低自
杀风险，预防复发。(肖燕)

(未完待续)

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永安街，是一条长情的街道，市
井百态里自有可把卷长吟的风物味、
烟火味。遇到小盆栽，是2009年底落
户这里的一家花店。

店主是一个微信名为“暖”的女
子。除了花事主业，快递收发也是“小
盆栽”的基本功能。因“暖”深谙茶艺、
妙语连珠有思想，花店便有了阿庆嫂

“春来茶馆”的味道，没有七星灶、八
仙桌，照样“铜壶煮三江”、“招待十六
方”；谈笑、往来，有鸿儒、有白丁……
因此，“遇到小盆栽”虽面积不大，但
总有街坊四邻的趣事、暖心事在此汇
集：花店从来不关门，店里的钥匙都
在邻居手里；每个清晨，店里那只唤
作“于四九”的小男猫会自告奋勇去
叫旁边的“绿豆饼”开门营业；每年9
月，花店会迎来一个“花椒周”。花椒，
麻得激烈而纯粹；“暖”与去四川小凉
山水草坝完小支教的于方方老师一
起帮助孩子们的心也纯粹。那花椒，
来自暑假里翻山越岭勤工俭学的三
个大山里的孩子。卖花椒所得，将支
撑起他们一年的读书费用……

搬来不久尚不知姓甚名谁的邻
居大姐，在小区的荒地里栽上各种
花，每天义务打理；夜雪初霁，隔壁单
元的姜大哥总是早早起床清扫小区
积雪；张福永、初洪兰夫妇信守对秘
方传授人的承诺，生活拮据依然坚持

几十年义务为人医治蛇身疮……
作为学区房，花店还是上班早、

下班晚家长们的免费托儿所，孩子们
在校的日子里，每天下午3：30放学铃
声响起前，“暖”要求自己必须在岗在
位，烧好一大壶开水，拿出一堆好吃
的，非常有仪式感地等着放学后那群
叫喳喳的宝宝们。

最近，我正为参加观云山居杯
“爱我家园”主题文学大赛征文苦思
冥想，“暖”发生的一件事儿，给了我
近乎纳博科夫式的灵感战栗———

春暖花开，杨柳飞絮，又是一年
女神节。生意较往年同期清淡许多。
晨曦中，暖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呜……”頔儿爸送女儿上学，骑
着电动车一闪而过。頔儿三岁上幼儿
园，转眼小学都快毕业了。七八年的
在园、在校时光，小家伙几乎每个早
上、傍晚都要在花店呆上一段时间，
等新的一天的第一遍上课铃声，等晚
归的父母。

“暖”正忙着，頔儿爸又一阵风似
的回来了。随后，“暖”便听到一句纯
正的胶东话：“花姐，今儿是没卖花？”

“暖”笑着摇头，頔儿爸忙说：“给
俺媳妇包束花，能包多大就包多大！”

“暖”听懂了頔儿爸的话，有热泪
盈眶。她仔细挑选包好了一束百元左
右不大不小的玫瑰花束，特意等頔儿

妈单位上班高峰送了过去。看着頔儿
妈幸福的笑脸和旁边同事艳羡的眼
神儿，“暖”有些陶醉，为这岁月静好，
为邻里间的互相温暖、彼此成就……

发生在“暖”身上的故事，诠释了
那条朴素的古谚：“赠人玫瑰之手，经
久犹有余香”。良好的邻里关系，来自
烟火气息里的琐碎日常。奔波揾食，
我们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要有底
线，有温度；要热爱生活，多内求、少
外求，以昂扬向上的正能量感染、影
响身边人；以助人为乐，遇左邻右舍
窘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以援
手，不图人知晓，不图人回报；应付世
情，“量宽足可以得人”(清曾国藩语)。
邻里有了纠纷，退一步海阔天空。安
徽桐城的“六尺巷”因街坊互敬、礼让
天下闻名；生存与发展，道阻且长，大
家当风雨同舟，“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或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渡

人，亦渡己。
遇到“小盆栽”，我相信是来自上

天的巧妙安排。与暖对话，总会让我
想起徐志摩的《我是如此单独而完
整》。从“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暖
告诉我，几乎所有的白花都很香，愈
是颜色艳丽的花儿，愈缺乏芬芳。其
实，我想对她说：如她般愈朴素单纯
的人，愈有内在的香洁。

花开，花谢。春去春又来。作为比
邻，作为花友，我与“暖”一起见证花
草、见证我们彼此、铭记或见证我们
的党、我们的祖国生之艰辛、生之坚
韧与生之壮美！

遇到“小盆栽”，让我观察生活的
角度从此与以往不同，我时常会想起
与它相关联的那些琐碎、平凡的人和
事，会被细微的点滴治愈，会想到小
区外墙上的红字：人民有信仰、国家
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为进一步落实防汛安全保
障措施，提高医院防汛救灾队
伍的快速应急能力和医疗救援
水平，提高全院职工防灾意识
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实现快
速、准确、高效应急反应和医疗
救援能力，确保患者、医务人员
及医院设施、设备安全。4月14
日下午，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
院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医护人
员、总务科人员共20余人参加。

演练按照《威海市文登区
宋村中心卫生院汛期安全生产

预案》流程进行，演练前制定详
细演练方案，演练分为抢险小
组和医疗救援小组，首先模拟
门诊采样等候区排水不畅，抢
险小组及时用沙袋加固处置，
排除险情。其次，模拟有人员受
伤，溺水，医疗救援小组立即进
行紧急心肺复苏。各小组人员
各司其职，忙而不乱，经过二十
多分钟的通力配合，汛情得以
缓解，伤者得到救治。

演练结束后，于洋副院长
对此次演练进行了点评，并对

医院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要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做
好应急准备；二是定期处理排
水管道，保障排水通畅；三是加
强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
患。

通过此次演练，检验了宋
村中心卫生院防汛应急预案的
有效性，同时提高了广大职工
的防灾意识及防汛应急处置能
力，为医院防汛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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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元支持医保服务窗口前移
为方便就医患者和医院医

保工作，实现医保相关业务“一
窗受理、一次办好”，文登区财
政局投入资金60万元，在定点
公立医院建设了医保工作站、
在基层医疗机构巡诊车上建立

了慢病管理结算服务平台。目
前，市内转诊转院备案、市外转
诊转院备案联网、新生儿参保
缴费、社保卡密码的重置等17
项业务的办理已下沉到工作
站，慢病取药、结算不用出户，

巡诊车服务上门。将业务窗口
搬到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提
高医保服务能力，为参保人员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田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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