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辅导老师通过沙盘对学生集体进行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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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是重阳节，市精神卫生中心提醒市民重视老年期精神障碍

老老年年精精神神障障碍碍征征兆兆多多被被忽忽略略
日前，广东茂名市发生一起“挖眼事件”。一六旬老人在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障碍医院)住院期间，发现双眼被挖。医院初步

认定，黄超强入院后被诊断为脑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此次事件为自残行为，已排除其他病人攻击，但家属不接受受院方说法。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精神类疾病的高危人群，其精神障碍征兆也多被忽略。重阳节到来之际，市精神卫生中心心提醒市民

应重视老年精神障碍。在治疗上除了做好老人的人身安全护理外，更要重视心理护理。

市精神卫生中心护士正在为病人修剪指甲。
本报通讯员 孙秀珍 摄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东 ) 近
日，市第一医院血液科与中
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吴祖泽院
士团队在北京签署了科研合
作协议，并承担了《恶性白血
病的“组学”研究》等国家863

科研课以及《microRNA-486

- 5 p调节CML干细胞生物学
特性的作用与机制研究》等
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等科研项目，医院血液科毕
作木主任与军科院实验血液
学研究室王立生主任，崔春
萍博士等出席了签订仪式。

据了解，吴祖泽院士团

队主要致力于造血干细胞的理
论和技术研究，系统研究了造
血干细胞的辐射损失与修复，
推进了国内胎肝移植与自体循
环血造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的
临床应用，并在国内开展了与
造血有关的基因治疗的实验研
究 。为 人 类 医 治 白 血 病 ，放射

病，重症肝炎等各种难症
做出了重大贡献。

双 方 经 过 协 商 与 交
流，并最终达成共识，于今
年 8月 1 5 日签订了科研合
作协议，同时也达成了共
同开展肿瘤生物治疗技术
研究的协议。

据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副
科长白晓雷介绍，老年期精神障
碍 的 致 病 原 因 很 复 杂 ，很 难 确
定。

白晓雷表示，老年精神障碍
常见的类型有精神分裂症、更年
期精神病等，不同的精神病有其
不同的发病年龄。“老年人患精
神障碍往往和脑组织退化有关。
从医院接收的病人中我们发现，
老年精神障碍的症状表现都带
有老年脑衰老退化的待点。其中
最容易发生的综合症是急性脑
综合症和慢性脑综合症。”

由于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
症状不稳定也不典型，所以根本
病症常被头痛、乏力等躯体症状
所掩盖，往往容易被忽略。“在患
有某种精神疾病时，也会伴随某
些躯体症状，环境因素对老年精
神障碍也有一定影响。同时两种
以上的精神病也可同时存在，或
者由一种精神障碍向另一种过
渡的情况。”

白晓雷告诉记者，对于老年精
神障碍患者，在治疗时要尤其重视
按医嘱服药。“因为患者神经系统
的退化，使神经细胞的数目减少，

会引起老年患者对药物的
敏感性增强。再加上老年
人肝脏对药物解毒功能的
降低，容易出现药物在体

内的蓄积，所以在治疗时一定
要密切观察药物的副作用。”

“除了保护患者的身体安
全，更要重视患者的心理治疗。

应加强心理护理，针对病人的特
殊心理状态，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保证、安慰或鼓励,多给老年人一
些关爱和照顾。”白晓雷说。

市第一医院与中国军科院签署科研合作协议

合合力力开开展展肿肿瘤瘤生生物物治治疗疗科科研研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孙秀珍

从“无人咨询”到“提前预约”

学学生生进进心心理理咨咨询询室室不不再再羞羞答答答答
本报见习记者 罗旭君 唐宁

随着升学就业压力逐渐增
大，学生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淄博不少
学校都已设置了专门的心理咨
询室，并配备专业人员为学生
服务。记者调查发现，经过运
行，大部分学生对学校该做法
表示赞同，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受到学生青睐。

过去无人咨询

现在提前预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
设置心理咨询室的学校已不在
少数，其刚运行时都曾遇到过
无人问津的情况。

市第五中学和市实验中学
是设置心理咨询室较早的。“我
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10个
年头，之前只是兼职，现在随着
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
我转为全职工作。所有心理咨
询老师都具有心理咨询师证
书。”市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心理
咨询师徐海英说。市第五中学
心理老师成国萍也表示，早在
2002年，学校就成立了“心理指
导中心”，投入近10万元。

“刚运行时，基本没有学生

来咨询，因为他们觉得来咨询
就代表有‘病’，那时都是我们
发现问题主动找学生。但现在
来心理咨询的学生多了，学生
对心理问题不再是避讳的态
度。”成国萍说。“现在进行心理
指导，学生是需要预约的，已经
告别无人问津的时代了。”徐海
英告诉记者。

徐海英表示：“其实每个人
都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国
内对心理领域的研究起步较
晚，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学生
心理问题关注较少，再加上受
传统观念影响，所以才会出现
初期无人咨询的情况。”

有个能倾诉的

地方挺好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很多学生表示在自己心里难
受时，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引
导。淄博第四中学高二学生
罗丹告诉记者，“有时候会遇
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很希望
有个人在身边告诉我应该怎
么办。”

淄博一中一高三学生表
示，“我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上课老是走神，成绩退步了
很多。我想去心理咨询室咨
询，但害怕别人知道。”

“我觉得有个能倾诉的
地方挺好的，能指引我怎么
做，免得走了歪路。”市实验
中学一学生告诉记者。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

期待学校做得更好

刘凤霞是一位初三学生

的家长，她告诉记者，“中学
生正处于青春期，难免会遇
到一些心理问题，如果处理
不好，很容易出事。”

“如果孩子有心理问题，
还是鼓励孩子去学校做咨询，
学校解决不了再去医院。”刘凤
霞说。“目前很多学校已经开始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是件
好事，希望学校能想出更多更
好的方法，保障学生在学校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市八院组织参观

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

13日 ,市第四人民医院志愿服
务队来到张店南定镇敬老院为老
人进行健康查体，专家志愿者为老
人们进行测血压、听心肺、心电图
检查等，共为30余名老人进行了查
体并建立了健康档案。

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希望用这
种方式，呼吁社会上更多人对老年
群体的关注，敬老爱老。

本报通讯员 徐永红 摄影
报道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李爱学 赵丽娅 )

近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八院)

组织部分医护人员，走进淄博市检
察院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
典型案例，教育广大医务工作者积
极倡树廉洁行医，拒绝药品回扣。

据了解，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是
医院开展药品回扣专项治理工作动
员教育活动之一。活动当天，医院人
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电教片，在解说
员的讲解下，参观了部分典型职务
犯罪案例和反腐倡廉文化。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任何
腐化、腐败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
化开始的，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从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并
在工作中自觉接受组织与群众的
监督。算好自由帐、事业账、经济
账、家庭账、人生账。”医院工作人
员李女士表示。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振 ) 在市第七人
民医院会议室，来自不同科室的护
理工作者登上讲台进行读好书心
得交流。他们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台
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这是
第七医院开展读好书活动的一个
场景。

自2007年开始，市第七人民医
院护理部在全体护理工作者中开
展每年读一本好书活动。7年来，市
第七人民医院把开展读好书活动
作为推动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来抓，做到了有计划、有部
署、有总结、有评比。活动开展以
来，已先后学习了《细节决定成
败》、《没有任何借口》、《工作中无
小事》、《责任胜于能力》、《你在为
谁工作》、《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
理》，和《清单革命》等优秀书目，每
年写出心得体会百余篇近5万字，举
办演讲会、交流会7场次，交流学习
心得60余篇。

广大护理工作者纷纷反映，通
过开展读好书活动，进一步营造了
读书学习良好氛围，开阔了视野，
提升了文化品位；通过开展读好书
活动，提高了科室护理团队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并表示要继续把读好
书活动深入开展下去，为文化建
院、文化强院作出积极贡献。

市七院连续七年

开展读好书活动

办义诊 敬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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