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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哮喘患病率

10年上升50%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哮喘防治创议顾问

及推广委员会委员陈育智教授曾主持3次全
国儿童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她介绍
说，1990年，我国0-14岁儿童哮喘平均患病
率为 1 . 0 8%； 2 0 0 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1 . 97%；2010年第三次全国儿童哮喘流行病
学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儿 童 哮 喘 患 病 率 达
3 . 01%，在2000年的基础上上升了50%左右。

——— 陈育智表示，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因
素包括环境和生活模式的改变。患儿过敏因
素及1岁内使用抗生素是哮喘患病的重要危
险因素；超重或肥胖儿童哮喘患病率高于正
常体重患儿；调查还发现，有30%的患儿在
早期未明确诊断哮喘，多数是在半岁-2岁病
毒感染之后按“肺炎、支气管炎”等感染性
疾病治疗。不恰当地应用抗生素及短期解痉
治疗，未长期正规给予抗气道炎症治疗或担
心吸入激素而丧失了早期治疗的机会，都是
哮喘患病率上升的因素。

科学家找到预测儿童自闭症

新法
◆一项新研究表明，在蹒跚学步的孩子聆

听词语的时候对其进行测量所得到的一种独特
的波纹脑电波，能够可靠地预测幼儿6岁以下的
这段时期——— 这是迄今能够实现的最远期预
测——— 在一系列认知领域中的发展情况。除了引
导更有效的疗法之外，这一发现还可能有助于揭
示早期社会能力是如何促进语言发展的。

——— 这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西雅
图华盛顿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Patricia Kuhl
指出，当让学龄前儿童倾听“亲情儿语”的录
音和计算机生成的音调时，患有自闭症的学
龄前儿童更喜欢计算机模拟的声音。这种对
人类语言缺乏兴趣的表现，不仅与一个孩子
所患自闭症的严重程度有关，同时也与在响
应音节的细微变化时缺乏大脑作出的典型反
应有关。在理想条件下，这些信息有助于揭示
早期社会能力如何促进语言发展，可以用来在
儿童很小的时候调整针对他们的治疗干预。

■ 健康前沿

□ 本报记者 蒋兴坤

心理疾病不等于精神障碍

记者了解到，就职省城某公司的赵诚(化
名)，大学时是一个开朗、外向的男生，工作之
后也表现优秀。但今年，公司晋升名额“意
外”被别人违规占据后，赵诚开始变得整天闷
闷不乐、少言寡语。“在社会上混，就是靠关
系！我毫无背景，肯定没有出头之日。”“算
了，不如一死了之，单位也清净。”……赵诚
的言语，令同事心生胆怯，从此，他的朋友也
变得越来越少。

“赵诚遇到的问题，许多人都会碰到，这是
典型的心理疾病，遗传因素、社会压力大、心
理调节能力差都会导致心理疾病，但是心理疾
病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抑郁、偏执等精神疾
病。”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徐
兰表示，“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近似正态分布，
心理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人和心理极其扭曲的
人，都非常少。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有心理疾病，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心理疾病，怎么调节。”

“心理疾病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但俗称
‘精神病’的精神障碍有严格的医学界定，两
个概念不宜混淆使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医务科主任乔冬冬告诉记者，“精神障碍患者
严重影响其社会功能的执行，主要表现是不能
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学习、工作和生活
陷入了混乱状态。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自伤、自
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伤害行为。”

“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社会民众的精神
卫生知识不足，对于精神障碍表现出过度的担
忧，对精神病人无端排斥，都会影响到患者就
医的主动性。”乔冬冬说。

综合医院心理科医生

转行的居多
近日，记者连续走访省城几家三甲医院发

现，综合医院均设立了心理诊室，并配备心理
医生接诊患者。但这些医院的心理科医生大部
分是其他科室的医生转行而来，有的由神经科
转到心理科，有的由护理部转到心理科，还有
部分心理科医生由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年轻护
士担任。从事精神疾病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在
综合性医院少之又少。

据了解，由于各医院心理科的门诊量从每
天十几人到二三十人不等，但相比较其他科室
门前排起的长队，心理诊室依旧是医院较为冷
清的科室，并且，心理科没有自己的病房和床
位，医院同样对于心理科也不重视。

“最好的方法是，由精神科医生担任心理
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有医学和心理学背景，懂
得如何诊断病情、如何开药。转行的医生，要
么没有扎实的心理学知识，要么不会诊断和开
药，容易出现误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
理科医生告诉记者，由于经济效益差，不受领
导重视，心理科医生成了“万金油”，谁都可
以干，导致良莠不齐。

据了解，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精神
卫生法》规定，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
理治疗门诊，提高精神障碍预防、诊断、治疗
能力。然而，相关专家表示，提高综合医院心
理治疗水平，并非朝夕之功。

1/6精神病康复者出院难

记者了解到，不仅人们对心理疾病和精神
病在概念上存在误解，就连精神病患者的家属
也对患者存有偏见。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有
1/6的患者病情虽已稳定、评估亦没有危险
性，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达到了出院标准，
但这部分患者家属拒绝接患者出院回家，在该
中心住院时间最长的患者，已经住了将近20
年。

“目前，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有关科室已经
处于饱和状态，每天门诊量达到500多人次左
右，全中心650多张精神病床位，全部处于使用
之中。”乔冬冬告诉记者，在我国，综合性医
院的心理科主要承担市民日常心理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工作，而精神卫生中心和精神病专科医
院除了日常心理治疗之外，还承担了绝大部分
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工作。由于卫生资源
有限，患者数量多，医生和护士工作压力非常
大。

按照我省医保、新农合相关政策，患者在
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治疗的报销比例由35%提高
到70%以上。一些家属宁愿每月交上几百块治
疗费，让患者呆在医院里，也不愿把患者接回
家。但医生们担忧的是，许多病人已经达到了
住院的条件，由于医院没有空余床位，病人只
能转院或回家治疗，耽误了病情的同时，也给
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想入院的患者进不来，能出去的患者不
出去，受损失的不仅是医院，而是整个社会。
医疗资源的浪费令人心痛又无奈。让病人的康
复，回归社区，才能节约出医疗资源，让更多
急需救治的病人得到及时帮助。”乔冬冬认
为，解决这种局面，需要患者家属的理解和整
个社会的支持。精神卫生事业要发展，需要强
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精神卫生中心不应该成
为治疗精神障碍患者的唯一战区。

心理疾病人人都可能有

精神障碍需要严格界定
◆5月1日，我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之后，人们对

于精神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增强；然而过度关注下将精神疾
病和心理疾病混为一谈的现象，又给心理疾病患者造成了
很大压力。

◆由于综合性医院精神科、心理科建设力量不足，精神
专科医院服务能力有限，再加上部分精神病康复者不肯出
院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

□记 者 蒋兴坤
通讯员 李朝峰 马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6月6日，主题为“汇聚中
国梦，2016年消灭致盲性沙眼”的第18个
全国爱眼日现场宣传活动在滨州举行。
活动由省卫生厅、省教育厅、省残疾人联
合会主办，在现场开展宣传义诊活动，为
广大百姓进行视力、眼底等专业性检查，
答疑解惑，爱眼护眼知识宣教。共筛查小
学生400余名，发放、张贴宣传材料近千
册。

据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
东施尔明眼科医院)毕宏生教授介绍，沙
眼是世界卫生组织“视觉2020”目标重点
防治的眼病之一。近年来，我国沙眼的流
行得到显著控制，但在个别地区、个别人
群中仍呈流行状态，沙眼致盲问题还未
完全根除。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了

“视觉第一中国行动”项目三期，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致盲性沙眼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治疗工作，今年我省被确定为全国沙
眼流调首批试点省份，将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相关
疾病的患病率及发病率，为制定有针对
性的预防及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争取
2016年前完成消除致盲性沙眼的目标。

6月6日，第18个全国爱眼日

□李朝峰 马昕 报道
▲6月6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的义诊专家为滨州滨城区第一小学学生进行
沙眼筛查。

□责任编辑 杨 辉

□杜元杰

大雨浇不透置业者对好房子的渴求与热
情。6月10日，济南喜来登大酒店二楼会客大厅
人声鼎沸，座无虚席，3000余名保利置业的准
业主冒雨前来参加保利华庭项目的品质生活鉴
赏会与首次认筹活动。今天，是他们零距离接
触保利华庭、提前体验保利品质生活的日子；
今天，也是他们走近未来之家、开启品质人生
崭新篇章的日子。

保利华庭本次品质生活鉴赏会是济南保利
置业贴地飞行，深化“品质生活”年度主题，
弘扬保利式品质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而保利
华庭首次盛大认筹活动更是让泉城置业者的品
质人居理想开始走进现实，未来的品质生活，
从今天起近在咫尺。

3000多人，1000余组，见

证品质社区

6月1 0日下午1 3时，笔者到达现场时，会
客大厅外的走廊已经排起了长队。购房者的
心情挂在脸上，排在前面的欢呼兴奋，能够
领到小号较早认筹；排在后面的脸上写满担
忧，担心轮到自己时没有号码可领，参加不
了首次认筹。据笔者现场统计，当日有超过
3 0 0 0 人前来近距离全方位了解保利华庭项
目。买房是人生中的大事，客户中的大多情
况都是全家总动员，一起参加本次的认筹活
动，预约未来的精彩生活。

据笔者在现场了解，到场购房者对保利
置业本次的精心安排赞许有加。“买房是件
大事，谁不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看好的社区和
房子？在认筹之前，保利置业能够通过鉴赏
会的方式让我们全面了解自己选购的房子，
让我们买得放心，买得舒心，这本身就是一
种央企的气度和责任体现。”

业内专家分析，保利华庭市场受宠是意
料之内的事情。市场刚需定位与产品品质升
级决定了保利华庭项目的高人气。而当日认
筹现场的特别优惠活动对置业者也颇具吸引
力。济南保利置业负责人介绍，凡6月1 0日当
天到场参加认筹的客户均可享受交2万抵7万
专属优惠，另外，现场还将抽出多名大奖，
额外享受3000、5000、10000元的购房优惠。
品质升级，优惠让利，保利置业只为帮助更
多的家庭实现轻松置业的品质人居梦想。

场上精彩纷呈，场外品质人生

场上节目精彩纷呈，场下畅想未来品质人
生。当日的活动，更像是保利置业奉献给未来
业主的狂欢盛宴，喜来登二楼会客大厅成了活

力与欢乐的海洋。
鉴赏会精彩节目不断，鼓阵敲打出了生活的

激情，沙画素描出了生活的精彩，歌声演唱出了
生活的美好，舞蹈演绎出了生活的多姿。而神秘嘉
宾杨丽萍的视频祝福更是点燃了现场的热情，让
全场人员对8月10日的文化盛宴充满期待。

此次鉴赏会，保利置业还特别邀请了保利

华庭项目的相关专家，为准业主详细解读保利
华庭的开发理念及核心优势，给大家呈现了眼
见为实的保利式品质生活体验。高策地产服务
机构首席策略官李国平先生，天华建筑设计总
建筑师韩冰先生，海意格景观环境设计总裁马
晓暐先生，先后对保利华庭项目的规划、建
筑、园林设计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这在专业

上加深了客户对项目的了解，也进一步坚定了
对保利华庭的选择。

看到现场火热的气氛和灿烂的笑脸，笔者
深深感受到，到场客户的喜悦，来自场上精彩
节目的表演，来自接连不断获奖的惊喜，更来
自选中称心如意好房子的满足、场外即将开启
的品质生活的召唤。

优居升级，开启品质生活

新篇章

保利华庭项目，作为济南保利置业全新品
质升级作品，是对“品质生活年”战略的重要
承载，也是帮助更多的家庭实现优居梦想的主
要支撑。在调控政策逐步收紧的今天，买一套
房子往往就意味着终极置业。保利华庭难能可
贵地做到了刚需定位与高品质升级的真正统
一，它的五大品质升级让刚需置业者也能真正
实现一步到位的居住梦想。

区域升级。保利华庭位于花园路与奥体西
路交会的黄金十字路口，正处在济南重点规划
的东部居住新城的核心片区。项目西邻洪楼商
圈，东接高新区，南靠奥体CBD，三区交会，
在区位上占有绝对优势。

建筑升级。ArtDeco建筑风格，全明通透设
计，“双核”梯户关系，另外，板式结构联合
社区大尺度的中轴景观打造，构成了360度全方
位瞰景的室内观景平台，真正让建筑体现了央
企的责任感。

户型升级。70—140平方米城市置业的主流
户型区间，配以创新的空间设计，宽阔的楼宇间
距，品质的景观打造和显赫的地理位置，更让业主
从人生的第一套房开始，即能尊享保利品质生活。

景观升级。保利华庭毗邻千亩大辛河湿地
公园，其项目内部也将打造7万平方米品质景
观，以及1万平方米运动主题公园。这样，大辛
河湿地公园、主干道景观走廊、大面积绿地，
与未来社区内的公园景观设置有效互动，构建
起层次鲜明的人居风景。

配套升级。保利华庭的配套设计，不仅限
于对居住者功能需求的满足，更力求表达保利
对生活人文关怀的体现。360度全景泛会所使邻
里关系更加和谐，其配备的棋艺室、茶室、小
型健身房和书画房等公共交流功能，让邻里之
间增加互动，增进感情。

指向即选择。“绿地里的房子，公园里的
家”——— 保利华庭，承袭保利置业一如既往的
精品营造理念，实现对过往项目的全新超越，
开启你未来品质生活的崭新篇章。

千人盛会 共襄盛举
——— 直击保利华庭品质生活鉴赏会暨首次盛大认筹活动现场

活活动动开开场场前前11小小时时现现场场座座无无虚虚席席

客客户户积积极极认认筹筹

购购房房者者排排队队有有序序进进场场认认筹筹

购购房房者者排排队队有有序序进进场场认认筹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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