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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欣

免费开放后管理难度加大

公园免费开放始于长沙，之后国内很多城
市纷纷效仿，虽然目前我国并没有硬性规定公
园必须开放，但免费开放已是大势所趋。据记者
了解，目前青岛市园林局直接管理的公园有4个，
其中只有动物园还在收费。

在此次全国中山公园联谊会上，各地的代
表们在发言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园免费
开放后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青岛中山公
园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免费开放，当天一下子涌
进24万人，可称得上是人山人海。青岛中山公园
管理处处长苗积广告诉记者：“原来中山公园的
门票也不贵，才3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挡住了不
少市民。免费以后政府每年拨款补贴中山公园，
算是政府为门票买单了。”

苗积广介绍说，免费开放以后，客流量明显
上升，公园里的商亭和游乐场营业额也随之上
升，公园的资金状况比未免费时甚至要好一些。

“免费开放以后，公园里的商亭出租更容易，生
意也好，我们把一部分场地出租给游乐场，每年
都有一部分收入。”

当然，客流量的上升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加
大。苗积广告诉记者：“免费开放以后，我们的工
作量增加了数倍，但人手并未增加，现在每天早
上4点多就有市民来晨练，到晚上11点还有游客

在公园。我们的工作准则是‘游客在，岗位就
在’，所以工作人员十分辛苦。”

免费开放以后，公园的维护和管理难度也
加大。“人气上升，周边的流动商贩纷纷涌入公
园。没有了围墙，进公园遛狗、钓鱼的市民也越
来越多，有些人不注意环境卫生，甚至不听劝
阻。”苗积广向记者细数公园如今的管理难点，

“总体来说是有些游客的素质不高造成的，但是
对这些问题我们公园管理处没有执法权力，只
能劝阻，无权处罚。”

资金不足是最大难题

10月13日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早上8点多，

中山公园里已经有了不少游客。苗积广告诉记
者，自免费开放以来，11月底的菊展结束之前，公
园的人气都不错。

据介绍，目前青岛市每年给中山公园拨款
1100余万元，加上公园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中山
公园的日子却仍然过得紧紧巴巴。苗积广表示：

“虽然现在我们自己有一部分创收，但目前还是
只能维持低水平的运转，公园里的基础设施欠
账较多，需要大笔资金；而且，现在工作量很大，
但公园也拿不出多余的资金来增加人手。”

资金不足的难题不仅存在于青岛。在此次
联谊会上，上海、武汉、沈阳、宁波等多地的
中山公园代表均表示，免费开放后公园游客量
明显上升，维护成本显著增加，公园只能通过

创办经济实体、出租场地等方式来解决资金的
不足。

净土与生存的矛盾

如今，中山公园内的游乐场在青岛市颇有
名气，旅游旺季时游客熙熙攘攘，园内热闹非
凡。对此，苗积广颇为无奈：“创收不应该是公园
做的事，但是没办法。虽然政府对所有免费开放
的公园都有拨款，但是各个公园还是有自己的
创收项目，因为现在的资金不能满足公园的需
求。”

前来参加此次联谊会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王冬青告诉记者：“公园免费开放
是应该的，因为公园就是城市里的一种公共设
施。而中山公园比较特别，它是孙中山先生去
世后各地自发设立的纪念设施，这在公园发展
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中山公园承担了政府意
愿，它不仅是一种公共设施，也是教育民众的
场所。目前，各地的中山公园都不尽相同，应
该好好挖掘各自的特点，承担起各自的精神传
承的意义。”王冬青也反对公园内建设各种游
乐设施，她说：“公园本身是城市里闹中取静
的地方，它本身是人们寻求安静、呼吸新鲜空
气的地方，在里边建设各种游乐场，甚至为了
创收将场地分割出租，都改变了公园本来的意
义。目前公园想尽办法创收，也正反映了我们
国家对公园这一类公益设施的投入还不够。”

□ 本报记者 邵方超

诱因无处不在

自从唯一的儿子刘达结婚重新组成小家庭
以后，60岁的刘一博就开始失眠了。以前儿子一
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现在总觉得自己失去了
什么，开始怀疑自己得了什么大病，不是今天觉
得眼睛不好，就是明天感到牙齿不好、脖子也
疼。“最后做了一次心理测评，结果显示是重度
抑郁。”青岛市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景艳玲告诉
记者，孩子结婚本来是件好事，但对有些老人来
讲却成了一种心理负担。

传统来说，较大的工作压力也容易引发白
领阶层患上抑郁症，但目前来看抑郁症的发展
趋势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在景艳玲近年来所接
触的患者中，从十几岁的学生到八十岁的老人，
从乡间农民到大学教授、政府官员都有。增加的
不仅是抑郁症人群范围，还有发病的诱发因素，
据介绍，孤僻怪异的性格、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生理状况的滑坡以及包括自然灾害、丧偶、失
业、突然遭受不公平待遇等在内的应激性事件
的发生，都有可能引发抑郁症。

甚至有些抑郁症连发病诱因都难寻觅。今
年42岁的于刚博士毕业后在青岛一家科研机构
工作，同时还兼职为一个朋友的公司做些业务，
丰厚的收入让他很快拥有了汽车和房子，一家
三口其乐融融。但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对任何事
情都没了兴趣，觉得自己奋斗到现在也不过如
此，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自我
贬低抑郁症的典型表现。因为之前毫无征兆，也
没有刺激性事件，所以诱因很难讲。”青岛心之
港心理咨询专家朱安利说，他去年所接触的近
三十例抑郁症患者，发病诱因也是五花八门。

“忽视”成为推手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发现和识别抑郁症患
者呢？专家表示，患者周围的人、最亲密的人，比

如父母、夫妻、朋友等应该最先发现，也最容易
识别出来。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身边的人往往注意到
患者的情绪变化也不愿意相信是抑郁症在作
怪；而作为抑郁症患者本身，又不愿意让外人知
道自己的病情，不愿意表现出来。所以双重因素
叠加在一起，抑郁症很容易被忽视掉。

郭芳11岁那年，姥姥去世了，她知道后伤心
大哭，没想到半年过去了，她情绪丝毫没好转，
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对此，父母反倒
觉得孩子孝顺，是正常的事情。然而一年以后，
郭芳已经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开始厌学，一直
到17岁，面临高考的郭芳开始严重失眠、内分泌
紊乱，才被送到心理咨询工作室，诊断结果是重
度抑郁。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对抑郁症认识的一个误
区。景艳玲解释，如果一个人有高血压，冠心病，

很容易就被送到大医院治疗，但如果是情绪问
题，大家就倾向于开导开导他，很难主动送来精
神卫生中心或心理咨询室接受专业治疗。

朱安利介绍，抑郁症患者的特征有“三低”：
行为能力低，不愿出门、上班、交际，也不愿活
动；情绪低落，常常悲观、失望、兴趣下降；自我
贬低，自责内疚，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别人，
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尤其前两种特征都是抑
郁症的早期信号，很容易识别。“比如一个比较
乐观的人突然和以前不一样了。”景艳玲说。

但对于生性内向的人又应另当别论。朱安
利表示，很多抑郁症患者从小就带有抑郁性气
质，很容易和内向混淆，也更容易被忽视。

治疗陷收费困局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青岛心理咨询的费

用普遍为每小时两三百元，高的甚至达到800元，
而药物治疗中比较好的针剂一次就要1200元。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一般治疗周期较长，
而重度抑郁症的治疗周期甚至长达数年，这样
的开销对于普通患者或者一般的家庭而言，都
会形成比较大的经济负担。

“我遇到过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是因为经济
原因中断了治疗。”朱安利告诉记者，“治病
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我们也不愿意把心理咨询
工作室办成营利性机构，但没有心理咨询费，
我们就没有任何保障。”朱安利给记者算了这
样一笔账：学成一个称职的心理咨询师需要数
年时间，前后投入要几十万元；心理咨询工作
室的运转，心理咨询师的收入等全部靠心理治
疗费用来维持。所以，心理咨询也不免成了
“富人的专利”。

公园：免费之后如何发展
◆园方：管理难度加大，资金不足 ◆专家：应注重精神传承

10月10日，第九届全国
中山公园联谊会在青岛召
开，北京、上海、厦门、
沈阳等城市的中山公园代
表齐聚青岛。公园免费开
放之后如何发展，成为此
次联谊会上代表们热议的
一个焦点问题。

◆核心提示

抑郁症，一个不轻松的话题

□白晓 栾绍刚 徐怀利 报道
本报讯 10月12日，记者从青岛市崂山风景

区管理局获悉，为全面提升景区对外形象传播的
识别度和影响力，崂山风景区面向社会征集形象
标识，包括最具吸引力代表景观、最具感召力主
题口号、具有时代感和文化内涵的景区形象标志
(LOGO)三大核心形象元素的征集评选，活动奖
金最高达10万元。具体征集评选办法市民可登录
青 岛 市 崂 山 风 景 区 管 理 局 官 方 网 站
(www.qdlaoshan.cn)查询。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讯 10月11日，中国海洋大学国家保密

学院首批学员开班仪式举行。作为中央保密委员
会在全国设立的8所国家级保密学院之一，中国
海洋大学国家保密学院是唯一一所以海洋学科为
显著特色的保密学院。学院建立了满足国家需
求、海洋特色鲜明的保密人才培养体系，正努力
把学院建设成为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保密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培训基地。

学院从全校三个年级中选拔了83名学生作为
国家保密学院的首批学员。依托学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学院自行设置了国内第
一个保密科学与技术博士点，目前已进入公示阶
段，为培养高层次保密人才奠定了学科基础。

□记者 张欣 报道
本报讯 患了肺部肿瘤、家庭困难的员工获

得4 . 5万元救助、被确诊为白血病的青年职工获
得了4万元救助得以及时得到了骨髓配对、罹患
严重肺炎的职工也得到了3 . 5万元的救助款……
记者从青岛啤酒公司获悉，自青啤关爱基金成立
以来，已有多名家庭困难的青啤职工获得关爱基
金的帮助。截至10月10日，青啤内部已有36家工
厂和6家省级营销单位开展了员工关爱基金捐助
活动，筹得各类善款43 . 6万余元。

青岛啤酒关爱基金是青岛市首个专门为帮扶
企业困难员工而设立的慈善基金，今年3月25日
由青啤公司与青岛市红十字会共同发起建立，5
月在青啤公司内部正式运行。该基金旨在解决青
啤公司内部员工或员工家庭成员因大病、重病而
导致经济困难无法顺利治疗等问题。首笔启动金
来源为青啤公司所捐赠的100万元，同时基金也
接受公司内部员工的自愿捐赠。

海大国家保密学院开班

青啤关爱基金

帮扶家庭困难职工

崂山风景区

征集形象标识

◆核心提示

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之前的
一个月，全国各地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
频发，死因多指向心理抑郁，引发了媒体
对于抑郁症等有关精神、心理类疾病的
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
3 . 4亿人正在遭受抑郁症影响，在我国也
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

对于抑郁症，人们了解多少，应该如
何认定与识别抑郁症，它的诱因又有哪
些？目前在心理治疗方面还存在哪些困
局？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讯 根据青岛市“城市一卡通”建设方

案的总体要求，胶南市公共交通支付系统将于近
期正式纳入“琴岛通卡”应用系统，琴岛通卡公
司将从10月20日开始，在胶南市进行系统切换及
新旧卡的置换工作。至此，琴岛通卡应用系统已
实现了在市内四区、崂山、城阳、胶州、胶南、
莱西9个区市的覆盖，与黄岛、即墨、平度三区
市的对接也在稳步推进中。

根据青岛城市一卡通建设方案，琴岛通卡应
用系统除覆盖全市公交、出租车、隧道、商场便利
店等领域之外，还将逐步拓展到水电气缴费、手机
缴费、旅游景点门票、智能化停车场缴费等方面。
截至目前，琴岛通卡发行量已超过160万张，应用
范围已覆盖5000多辆无人售票公交车、1100辆出
租车、胶州湾隧道、书城，以及益欣、友客、好易得
等200多家连锁超市便利店；全市餐饮娱乐、汽车
美容、加油站等商户安装受理琴岛通卡的POS机
达1200余台；售卡充值网点达到150余处。

□薄克国 黄绪尚 报道
10月14日，青岛市第二届职工帆船比赛在青

岛奥帆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9支职工帆
船队63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经过两轮角逐，市
南区总工会、城投集团、工商银行、华电青岛发
电公司、市总工会、海尔集团职工帆船队分别获
得一至六名。图为帆船比赛现场。

胶南公交卡将纳入

“琴岛通卡”应用系统

职工帆船赛

10月14日，青岛公交巴士公司驾驶员和修理
工在石老人海水浴场大显身手，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公交车驾驶员和修理工运动会。驾驶员手
把方向盘，把“公交车”开到了沙滩上，修理工则上
演了一场滚轮胎大赛。举行沙滩运动会，目的是让
常年坐在驾驶室里的驾驶员和经常钻车底修车的
修理工活动筋骨，健康体魄，更好地为乘客服务。

□薄克国 张鹏 报道

免费开放
后，公园人气
大增。

（ 资 料 照
片，青岛中山
公园管理处提
供）

□记者 张欣 报道
本报讯 10月10月，第九届全国中山公园联

谊会2011年青岛年会在青岛开幕，青岛中山公园
向全国各地中山公园赠送了孙文莲子，让孙文莲
遍植于全国各地。

孙文莲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极深的渊源。孙中
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得到日本友
人田中隆的鼎力相助。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访
日时将4颗莲子赠给田中隆，以感谢他对中国革命
事业的支持帮助。田中隆逝世后，其后人将这4粒
莲子交给日本植物学家进行栽培，其中一棵成功
发芽，开花结子，并在日本各地落根。为纪念孙中
山先生，日方将其命名“孙文莲”。1995年5月3日，
在青岛市与日本下关市缔结友好城市15周年之
际，日本下关市特意回赠青岛市5株孙文莲，并栽
种在中山公园。目前，孙文莲仅存于青岛中山公
园。

全国各地中山公园

获赠孙文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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