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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3日，“凯迪拉克SRX纵
横开拓之旅”十城挑战赛——— 青岛
站比赛正式在崂山区国际会展中心
北广场开启，作为淄博唯一一家凯
迪拉克专营4S旗舰店我们在上午7

点30分正式开启去青岛赛场的征
程。

当天下午比赛结束，进行了颁
奖，我们淄博的队伍一共去了47名
队友，参赛21名队员，有7名队友进
入当天比赛的前20强，其中最好名
次是第4名，获得纪念礼品的同时也
获得了现场比赛的优胜奖品，虽然
一天的旅途劳累，但是战果累累，大

家还是做出了胜利的手势。
2013凯迪拉克SRX纵横开拓之

旅——— 青岛站是十城挑战赛的第一
站，现场比赛共有四百多名选手参
赛，历时两天，8月4日所有比赛选手
赛完后，最终胜出的前6名选手将参
加10月初选拔的“凯迪拉克SRX纵
横开拓之旅”丽江-稻城-拉萨-西
宁，途径滇藏线、川藏线、和青藏线)

中国段活动。
今年“凯迪拉克SRX纵横开

拓 之 旅 ”中 国 段 路 线 包 括 丽
江——— 稻城、稻城——— 拉萨、拉
萨——— 西宁三段，旅程途经滇藏

线、川藏线以及青藏线三大国际
公认的最佳进藏路线。无论是丽
江至稻城段的人文奇幻桃源，还
是稻城至拉萨段鬼斧神工的自然
风光，又或是拉萨至西宁段世界
最高地带的沧海桑田，三条线路
不仅将为参与者呈现波澜壮阔的
自然风景、古老的西部文明，公路
行者们还将在旅途中感受到古往
今来人们对自由、开拓的渴望。

4S店地址：周村区齐鲁CX汽车
文化广场

品鉴中心地址：张店区山泉路
69号

22001133凯凯迪迪拉拉克克SSRRXX纵纵横横开开拓拓之之旅旅——青青岛岛站站

新《精神卫生法》实施三个月，本报专访市五院院长任清涛：

““用用包包容容实实现现病病人人治治疗疗的的真真正正自自愿愿””

任清涛，淄博市第
五人民医院院长，主任
医师，毕业于山东大
学，医学硕士研究生，
硕士生导师，淄博市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淄博名医，淄博市
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淄
博市高层次人才，淄博
市重点学科带头人，赴
意大利访问学者，曾获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2
项、淄博市科技进步奖
2项、国家级核心期刊
论文20余篇，主编/合
编著作6部。主攻方向：
心理危机干预、应激障
碍、失眠、抑郁、焦虑、
疼痛不适、药物副作用
处理。

脐脐血血库库为为乐乐乐乐找找到到一一份份相相合合脐脐血血
如乐乐病情需要，山东省脐血库将免费提供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樊
伟宏) 11日，记者从山东省脐
血库获悉，经过查找，他们已
从公共库中为白血病患儿小
乐乐寻找到了一份5个位点相

合脐血。
据脐血库专家介绍，经

过查找，他们终于在公共库
中找到了这份 5个位点相合
的脐带血。“能够找到和乐乐

5个位点相合的脐血，这个结
果也是相对较理想的。”

据专家介绍，由于乐乐
使用的是异体脐带血，在移
植过程中会有排异反应，所
以位点相合度越高，排异反
应越小，移植效果越好。“这
就是为什么很多准妈妈选择
家庭库储存的原因，因为自
体脐带血移植无需配型，几

乎无排异。
山东省脐血库今年七月

份在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了公共库采集，呼吁不愿选
择家庭库储存的准妈妈们把
脐带血捐献出来，扩大公共
库的储存量，使更多像乐乐
一样的恶性血液病患者能够
找到位点相合度较高的脐带
血。”

精神障碍患者

立秋之后易反复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樊伟宏)

立秋之后，气温将发生明显变化，对
于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其家属和监
护人也应在这时提高警惕，淄博市
第五人民医院相关专家表示，精神
疾病的发作与天气变化有一定关
系，随着近期气温高热，精神障碍患
者病情也容易反复，需要格外注意。

专家表示，近日气温高，光照的
时间长、强度大，会让情绪和性腺功
能相对活跃，同时免疫力因为夜晚
睡眠时间少而造成低下，所以也就
导致精神疾病发作几率增高。相比
普通病人，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更具
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

“一般精神病的发作分为两种
情况，一是在人多嘈杂环境突然爆
发。二是在病人没有安全感的的环
境下产生剧烈情绪波动，从而导致
冲动伤人。一般情况下重型精神病
人在发病前，除非是专业医生或病
人周围亲属，陌生人是很难观察到
的。所以要特别提醒精神病人家属，
在他们没有复发之前，重在预防，如
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去看病。”专家
表示。

“尊重病人权利

但要重视医生评估”

据任清涛介绍，按照2006年
对山东省精神疾病患病情况的
统计，精神疾病患病率已达到
11 . 95%，其中重型精神疾病的患
病率维持在1 . 5%左右。“目前，精
神疾病的患病率正逐年升高，所
做的统计中还没有包括心理障
碍等心理问题，如果将其也纳入
统计，患病率甚至能达到20%—
30%，至于重型精神疾病的患病
率则比较稳定，这些数据都表示
精神疾病问题已经越来越突
出。”

对于最近发生的患者伤人
事件，任清涛表示，法律的制定
需要不断完善，但一定要把握前
提，那就是尊重病人的权益。“精
神疾病患者一般不能意识到自
己患病，所以也不会主动要求住
院治疗，这就要求病人同时符合
两个原则，医院就有权力强制要
求病人进行入院治疗，首先病人
必须疑似或确诊为重型精神疾
病，其次病人有危害自身和他人
的行为，会对社会构成一定危险
性，即使这些病人不同意，也要
接受，因为他们就像是‘定时炸
弹’，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

任清涛告诉记者，其实谈起
这些，他也很“头疼”。“这类病人
想法不容易暴露，谁都不知道何
时会发生问题，在疾病判定上，
也没有客观标准，新法的出台体
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但若依病
人的意愿自由出院，或会给社会
埋下安全隐患，或会让病人在社
会中无处安身，都是不负责的。”

据任清涛介绍，每一个病人
出院时，医院都会对病人进行严
格的病情评估，由两名或两名以
上的主治医师和责任护士同时对
患者作出出院许可，病人才可办

理出院手续。“现在只能依靠不断
完善对病人病情评估，严格评估
流程，才能避免伤人事件发生。”

“疑似精神病患者，

权益将得到更大保护”

任清涛告诉记者，疑似精神
病患者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是
完全没有精神疾病，一是病人只
是有心理障碍方面的问题。针对
这些，医院主治医师会对疑似精
神疾病患者留院观察72小时，只
观察不治疗，然后在7天内作出
评估，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医院
会延长至14天作出诊断结果。通
过这些严格的检查程序，确保这
类患者的权益得到保护。

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
伤人和自残事件或被诊断为重
型精神病患者时，医院会与患者
监护人进行沟通，医疗机构会对
患者进行强制入院，进一步诊断
治疗。“医院不强迫精神障碍患
者住院治疗，但考虑到患者可能
会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我
们会对患者监护人做好接受住
院治疗的思想工作。”任清涛说。

“新法的颁布是实现对疑似
精神病患者权益的最大保护。”
同时，任清涛表示，家庭关系不
协调，也容易导致该类患者的范
围扩大。

“患者出院后若得不到家庭
的温暖和爱护，反而容易导致病
情的复发及恶化，容易引起伤人
事件或自残情况。”任清涛说。

“目前在法律、治疗、康复等
方面暴露了一些监护方面的缺
陷，所以，希望能从全社会担负起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责任，给
予其更多的关注和包容。”

“人员、配套、双向就诊，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据了解，2008年，全国精神科
病床的平均使用率是90 . 9%，到
2013年，使用率已超过100%，其中
不少医院里有病人的住院时间长
达数十年。然而在全国不足23万张
的精神科床位中，只有2万名精神
科医生要面对超过1600万患者。床
位紧张，人员少，社区康复缺位成
为继社会关怀不足之后的另外三
大难题。

“目前我们医院有700张床
位，按照要求，应该有280名护士
从事护理工作，但现实是我们只
有160多名。”据任清涛介绍，由
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较于其他
医院，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好
的人才不愿意来，来的人才工作
几年后又走了，无论是受社会偏
见、编制限制还是工作特殊性影
响，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过去经常接到说有个护士
被病人咬伤或打伤了，每次听到
这些，我都很心疼，医院的每一
个员工都是我的家人，我要保护
好他们，但是有些事很难避免。”

任清涛表示，对于精神疾病
患者的治疗，还存在着重治疗、
轻康复；重住院，轻门诊的问题。

“一般来说，重型精神病患者度
过急性期，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出
院，然后在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做
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现在在重型精神疾病的
双向转诊上还存在着一些混
乱，按照要求，重型精神疾病患
者要第一时间来我们医院就
诊，然后再转到其他医院或社
区卫生机构进行康复治疗，但
现在的情况是，有不少重型精
神疾病患者在没有看清医疗机
构资质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
希望这种情况能够解决。总之，
希望全社会能给予病人更多的
包容和温暖，这才能实现他们
的真正自愿。”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见习记者 魏茜茜

市第一医院召开支

援乡镇医院座谈会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东） 近日，市第一医

院召开对口支援乡镇医院工作座谈
会，15家乡镇卫生院院长参加。

会上，副院长马进强总结了近
年来市第一医院支持和帮扶基层医
院相关情况，并承诺将在医疗技术、
人才培养、管理培训、临床教学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参会人员还就急
难危重病人治疗、双向转诊流程等
方面做了深入的交流。

张店区医院举行

“中国梦”演讲比赛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德岩) 近日，张店区

人民医院举行了以“我的中国梦”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参赛选手传递正
能量，共筑中国梦，结合自身的工作
岗位畅谈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阐
述了自己对医院精神的理解，表达
了做好迎接医院分级管理评审的坚
定信心，展示了医院职工队伍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慷慨激昂的演讲，
感染了全场的每一个人。

本次演讲比赛经过激烈角逐，
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
奖三名。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重型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其中约10%的精神障碍患者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
新《精神卫生法》，新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规定了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对此，本报专访淄博市第五人民民医院院长任清涛，任清
涛表示，要给予患者更多包容，尤其要做好患者的监护工作，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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