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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刘飞传 李路

两任“第一书记”一条心

60多岁的董子昌大爷，时隔多年回到自己
故乡——— 即墨市北安街道三官庙村后，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以前的荒草沟变成了宽敞的健
身广场，以前的土坷垃道变成了平坦的水泥
路，以前破旧的村委办公室变成了功能齐全的
社区服务中心，以前的垃圾湾变成了荷花
池……老家从省级贫困村一跃变为即墨市30个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之一。

三官庙村的变化，受益于“第一书记”的
帮扶。为做好省级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2015年7月，青岛市和即墨市共同从机关选派
了30名优秀干部，到即墨全市30个省级贫困村
担任“第一书记”，发挥脱贫攻坚的生力军作用。

三官庙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村民收入主
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即墨市财政局先后派驻
的两名“第一书记”陈作论、朱勇到村后，坚
持把抓党建放在首位，从百姓最急需、见效最
快的问题入手，实行思想脱贫和产业脱贫双轮
驱动，努力争当引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先锋
官”：针对村两委的凝聚力不强、村内党员模
范的带头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结合“两学一
做”活动，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党员凝集
力、战斗力；针对三官庙村的文化资源方面，
奔赴菏泽尧舜集团、山东省千红牡丹研究基地
进行考察，考察牡丹经济效益，种植中天玫
瑰，打造婚纱照拍摄外景，计划将三官庙打造
成一个集生态农业、三观文化、观光旅游、休
闲健身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经济综合体。

特色产业“拔穷根”

“真是想不到，俺现在一个月能挣这么多
钱，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于书记。”蓝村镇
马家屯村贫困户王珍平说。王珍平所说的于书
记，是即墨市老干部局选派到即墨市蓝村镇马
家屯的“第一书记”于永旭。

2015年7月，于永旭到村后了解到，马家
屯村土质优良，水资源丰富，大部分村民都有
油菜种植技术和经验，要想实现强村富民，因
势利导发展特色油菜种植产业大有可为。这个

想法得到了村庄党员干部群众的认可后，于永
旭和村“两委”投入40万元扶贫资金，流转30
亩土地，建设油菜大棚，实施对外租赁。大棚
建成后，于永旭专门协调承包户，安排贫困户
到大棚打工摘油菜，一个贫困户每月可增加收
入1500多元。

“这是今年第三茬了，感觉种油菜效益也
可以，挺好的。”说起收成，马家屯村村民孙
洪景说。

“建成的大棚是12个，租赁费是每个每年
7000元，一年为村集体收入84000元。”马家屯
村村主任马克强把收成账算得很明白。

送医送药解“因病致贫”

“荒了6年了，要是能帮我们把卫生室建
起来就好了。”2015年7月，移风店道头村
“第一书记”于坤驻村后，走访了97户，发现
村民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村卫生室问题。道头村
卫生室已荒废6年之久，村民不仅就医不便，
还享受不到医疗优惠政策，意见较大。

“一定要马上解决！要调动一切资源，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病，而且看得好病，看
得起病。”于坤在入村之始，就下定决心解决
这一难题。接下来，于坤一方面积极向派员单
位——— 即墨市卫生局申请资金复建卫生室，争
取社会力量支持捐赠部分医疗设施；另一方面
他还协调即墨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每周二到村坐
诊，并从附近村庄协调了一名坐班乡医。一周
后，道头村卫生室复建完成。

荒废了6年的村卫生室重新“开张”，村

民们欢欢喜喜地都跑来看。“瞧瞧，多干净，
周围的村都没有这么好的卫生室。”73岁的村
民高兰花说。“在这儿享受医保报销，这一天
三个吊瓶报销后才十多元。”62岁的村民张兰
英脱了鞋躺在观察床上。

2016年，道头村结合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利用新型社区服务中心一楼140平方米的场
所，对村庄卫生室进行了升级改造，建成了功
能完备的中心卫生室，辐射周边7个村庄，可
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便捷、安全优质的医疗
卫生服务。

截至目前，即墨市全体“第一书记”共帮
助村庄争取各种资金、物资、项目折合约1 . 4
亿元，帮助村庄硬化街道47万平方米，新建修
缮办公场所48处、休闲场所42处，解决了一大
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第一书记”成脱贫攻坚生力军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许梦婷

忽视成精神病头号杀手

70岁的刘大爷5年前出现了丢三落四的毛
病，并且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外出迷
路成了家常便饭。这些反常的举动，都被家人
当做了“老糊涂”，并没有当回事，持续了3
年多。

之后，刘大爷的行为举止更加怪异，总怀
疑老伴偷他的钱，并且经常动不动就吵闹、摔
东西，家人实在受不了了，送他到医院就诊，
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并于今年3月入住了李
沧区颐顺和老年人护养院。

“早发现、早治疗是延缓老年痴呆症的最
有效途径，原本5年发展至重度的时间表可以
延缓至10年。”对于刘大爷的状况，李沧区颐
顺和老年人护养院负责人史本良说，老年痴
呆、抑郁症、焦虑症、各种躯体病引起的器质
性精神功能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绝大多数
得不到及时诊治。以刘大爷为例，如果5年前
家属就送老人来就诊，根本无需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而且可以有效延缓老人痴呆症状的进

程。
忽视成为精神病头号杀手。青岛颐顺和心

理卫生医院副主任医师王梅芳说，患者本身往
往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认识能力，不会像患
躯体疾病的患者一样，主动要求去看医生；家
人又普遍对心理、精神疾病缺乏认识，老人感
冒发烧了，会主动去医院，而对好忘事、语无
伦次、多疑、行为异常等症状，却不认为是病
态。并且，对那些躯体疾病伴心理、精神疾病
的老人，只想到治疗躯体疾患，忽视了对精神
疾病的治疗。

要孝敬，更要治病

老年人的精神疾病是由于脑血管等生理性
原因造成的，有难治愈、易反复、不好护理的
特点，90%的精神病人伴有躯体性合并症，伴
有三种以上疾病的占40%。同时，在治疗精神
性疾病的过程中，还要去治疗身体上的疾病。
即使是控制了精神疾病，一般的综合性医院、
养老院也不愿意、不敢收治。

为解决精神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
养老难题，李沧区建立全省首家专门收住精神
心理疾病老人的医养结合型机构，在青岛颐顺
和心理卫生医院的基础上创办颐顺和老年养护

院，收住阿尔兹海默症、狂躁症、抑郁症等病
症的老人，不仅解决了精神疾病患者养老的棘
手问题，也形成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新模式。

在颐顺和老年养护院护理区，记者了解
到，养护院以失智老年护理为特色，提供专业
的医疗、生活、心里护理与康复服务。依托心
理卫生医院，患者上楼下楼就能享受到专业医
疗康复。

“有些失智失能状态的老人，生活需要精
心护理和照顾，还要治病。所以我们工作人员
需要具备专业照护知识，通过精神心理的培训
与治疗，帮助老人进行医疗康复。”李沧区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精神卫生已经成为重大
的公共卫生问题和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
全区老年人口中，约6%左右患失智症（阿尔
兹海默症）等精神心理疾病的老人，加上有失
智风险的老人，这一数字大约占14%左右，建
立专门的护养机构，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负
担，也能让老人得到专业的护理。

一个都不能少

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康复不能仅靠住院治
疗，需要医院、社区和家庭三方，一个都不能
少。

史本良介绍，如果坚持吃药和避免过度刺
激，患者复发可能性小于20%。再加上与家属
在一起感受到关爱，对患者康复将有极大的帮
助。

目前，岛城的精神疾病患者基本上都在精
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精神疾病患者，更应
该在社区得到康复治疗，这样会减轻很多家庭
的负担。”史本良告诉记者，因为回到家庭，
没有医生或专业人士指导与帮助，家人又难有
时间和精力照顾，致使许多可正常康复的患者
反复发作，经常前脚出了院，后脚又被送了回
来。

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外精神疾病患者
康复成功率高的国家经验是，让重性精神病
患者在医院接受专业治疗，病情减轻后，回
到家庭和社区，与家人和社会人群接触，在
亲人和社区关爱下，逐渐拉近与社会距离，
纠正自己的错误认知，从而得到彻底康复。
而社区康复成为患者和家庭、社会沟通适应
的有效桥梁。

“青岛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工作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建
议，政府应重视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鼓励社区
针对这一群体设立相关的康复机构，并对社会
爱心人士、志愿者给予专业培训，让患者在关
爱与温暖中顺利康复。

医养结合开辟精神病康复管理新模式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1日，山东大学青岛校区透

露，与青岛市共建、总投资15亿元的山东大学青岛
校区二期工程已经启动建设，预计2020年前全部完
成。

二期将建设专家公寓、学生宿舍等9个项目，
主要用于培养研究生和留学生，建成后山东大学弗
吉尼亚理工跨学科联合学院、国际创新转化学院等
若干新增教学和研究机构将陆续入驻。

按照规划，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等6个学院以及国
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
实验室等8个研究机构将整建制搬迁至青岛校区。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1日，在青高校“5·25”大

学生心理健康节启动仪式暨青岛市心理健康教育与
发展中心成立仪式，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于2000年由北京团
市委、市学联、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起，2004年由
团中央、教育部批准确立，是“我爱我”的谐音，
意为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他人。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驻青各高校将通过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宣传活动，使更多的学
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参与心理健康活动。

青岛市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成立后，将建
立在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库，利用心理健康教
育专家人才及已有条件设施的优势，更好地促进岛
城大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

与发展中心成立

山大青岛校区

二期建设启动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李焕青 报道
本报莱西讯 53岁的董芝德是莱西市沽河街道

董家山后村村民，因腿脚意外受伤，不能从事重体
力劳动，全家守着3亩薄地，还有个正在读书的儿
子，生活十分拮据。如今，在莱西市牲畜托养扶贫
政策的帮扶下，他成了远近闻名致富能手。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莱西市通过新型经营主体
委托贫困户托养、贫困户委托养殖大户托养、“退
户进区”合作社集中托养三种牲畜托养模式，与贫
困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脱贫致
富。

日庄镇东白石山村是个奶牛养殖大村，为降低
村民养殖风险，村委积极推进奶牛“退户进区”的
养殖模式，投资400余万元，高标准建立了2处规模
化奶牛养殖小区，将包括5家贫困户在内的20余养
殖户集中到养殖区统一管理，成立了“茂欣源”
“汇泉涌”2个合作社，统一提供奶牛产前、产
中、产后的技术、管理、销售等服务，产奶量和奶
质大幅提高。贫困户孙海洋“退户进区”后，汇泉
涌合作社还聘请他负责奶牛饲养和牛舍清理工作，
年增加收入5000多元，有效摆脱了贫困。

莱西牲畜托养模式

助脱贫摘帽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张文慧 闫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1日，青岛交运温馨校车公司

举行车辆安全大检查，从车辆状况、人员配置等多方
面，为岛城1900多辆“大鼻子”校车筑牢“安全墙”。

“每天，驾驶员会对他所驾驶的校车进行爱车
例保检查，进行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行车三
检。”交运温馨校车公司安全保卫处处长翟雪月
说，除车辆的日常例检外，校车每月会进厂进行安
全技术检查，进行细致的“体检”，这些体检项目
涵盖了车辆的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
“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会现场报修、现场解决。不
能现场维修完毕的车辆，公司会派出备用车执行运
行任务，直到车辆维修完毕，坚决杜绝车辆带
‘病’上路。”翟雪月说。

1900多辆“大鼻子”校车

接受体检

广告

□薄克国 齐林新 报道
5月15日，青岛市公安局

黄岛分局联合黄岛区第四中学
启动禁毒教育宣传周，学生代
表宣读禁毒倡议书，民警向学
校师生发放禁毒宣传材料，学
校师生代表在“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横幅上签名。宣传周
期间，黄岛警方96名法制副校
长将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禁毒
宣传。

师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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