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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布娃娃，有一个用来缝补自己的
针线包，可是有一天我却找不到它了……”最近，一位年轻
抑郁症患者所作的漫画，分享了自己通过治疗康复的故事，
打动了许多人。

１０月１０日是第２８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精神
卫生日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我行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日前在京举办现场科普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
守护心健康”。

心理健康，正成为现代人健康重要的一部分。我国首部
精神卫生法实施６年来，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发生了哪
些变化？如何才能从“心”做起，更好地呵护全民健康？

从“遮遮掩掩”到国家行动，“心疾病”不

再难启齿

手机拿了又放，最后还是选择当个社交“隐形人”；明知
道没必要，却控制不住地一次次核对某个数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如果
你沉浸在这种状态一段时间内无法自拔，可能是你的心”生
病了，但不必过于担忧，因为心理疾病和高血压等一样，是
可防可控的。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闻天近几年明
显感到，社会大众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包容度高
了，甚至有些青少年也会主动寻求定期的心理咨询服务。

陆林指出，近２０年，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的患病
率变化不大。但像焦虑症、抑郁症等轻症心理疾病的患病率
却显著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带来的生活
方式的深刻变化，增加了精神心理问题的患病风险；另一方
面，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认识提高，到医院就诊，使这类疾病
也更易被发现。

为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今年我国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提出到２０２２和２０３０年，要使居民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提升２０％和３０％。
“我们正努力让公众认识到，出现心理问题能积极求

助，是负责任、有智慧的表现。”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
正龙说，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
心理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从被动接诊到主动干预，“心健康”更加

重视预防

２０岁的小军（化名）初中时开始接触网络游戏。慢慢
地，他变得沉默寡言，一言不合，就挥拳相向。由于病情严
重，他不得不退学。

今年，“游戏障碍”被世界卫生大会纳入“成瘾行为所致
障碍”，成为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在我国，“游戏障碍”的发生
率逐渐增加，但很多父母却对此认识不足，用打骂等方式来
干预。

前不久，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组织专家编写了游戏障碍
防治核心信息及专家共识，指导相关人员合理地进行识别、
诊断、治疗和干预。

“惩戒、打骂不仅不能治疗游戏障碍，反而会给患者造
成更严重伤害。”陆林说，像“游戏障碍”等很多心理疾病，其
发病是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体素质等交互作用的结果，
仅靠医疗是不够的，必须全社会共同行动，将预防关口
提前。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强调个人、家庭、社会、政府都要承
担起责任，共同守护心理健康。比如，个人要重视睡眠健康，
少熬夜；家庭要互相关爱；各行各业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政
府要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模式，组建专业化心理
危机干预队伍。

根据该行动，重点疾病的预防成效将有明确指标。到
２０２２和２０３０年，焦虑障碍、抑郁症、失眠障碍的患病率上
升趋势要减缓。同时，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防控将得到强化。

鼓励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老年人、妇女、
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的高年资护士刘磊就在合肥四里
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扎了根”。“在社区，居民们心理
顾虑较小，配合度高，心理疾病能在早期就得到及时干预，”
刘磊说。

从织“网底”到更多元，治“心”病还需哪

些招？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个体心理行为
问题及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

如果我们的“心”真病了，该向谁求助？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说，心理援助热线是一个

可行、方便、及时且能保护隐私的方法，也是国际通行的保
障社会公众心理健康的技术。

据悉，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已设置心理援助热线约５３
条，覆盖全国５１个城市。２０１８年，全国打进心理援助热线
的求助电话６０多万人次。

在北京，一种名为主动式社区治疗（ＡＣＴ）的服务正
在１６个社区推广。一个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等组成的团队，为每位患者“量体
裁衣”，帮助他们连续服药、治疗，助其回归社会。

从精神科医生的“职业队”，到如今引入社工、康复治疗
师等“联合队”，服务人员之变折射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网
络在织牢基层“网底”的同时，变得更加多元。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出，要搭建完善基层心理健康服
务的平台。据悉，这一平台由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
的“三社联动”，通过各种形式来提供心理服务。
（执笔记者屈婷，参与采写记者廖君、林苗苗、鲍晓菁）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０日电

呵护全民健康，如何从“心”开始
写在第２８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初中曾是学霸的武汉学生小勤升入高中后，尽管每天
学习到凌晨一两点，但成绩没有太大起色，还被家长批评不
努力。开学以来，她总感觉头痛，随后出现难以入睡、早醒等
睡眠障碍现象，经就诊确认，她患上了抑郁症。

10 月 10 日第 28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记者在多地
采访了解到，青少年“抑郁情绪”“抑郁症”发生率逐年升高，
通常表现为不爱说话、情绪异常等，是“无声的抵抗”。专家
建议，应进一步关注青少年异常身体症状和心理健康，有问
题尽早进行诊断治疗。

青少年“抑郁症”并不遥远

“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病房主任曹庆久说，由于各
种原因，一些孩子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问题，常见的症状
包括烦躁、易怒、悲伤、失眠，甚至可能出现自我伤害、自杀
等倾向。

记者采访多地心理治疗机构、心理热线了解到，近年
来，青少年抑郁症呈现患病率上升且发病年龄下降的趋势。
“青少年患上抑郁症大致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原
因。”广州市脑科医院教授陆小兵说，当前，青少年的心理情
绪受到同伴之间攀比压力、家庭学业期望值过高、青春期、
数字媒体成瘾等多因素影响，抑郁的低龄化趋势进一步为
青少年群体增加了成长负担。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永柏介绍，半数
抑郁症患者，在 14 岁以前就已经显现相关症状，但大多数
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和重视。

多因素影响青少年“抑郁症”及时治疗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发病率越来越高，但由于社会认知
不足、专业医护人员有限、躯体症状多于心理症状等特点，
不少抑郁症少年儿童难以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资深接线员孟梅经常接到许多十
四五岁孩子打来的咨询电话，绝大多数是初三和高中学生。
“和他们交流后，我觉得很多是家长的问题。有些孩子认为

自己需要就医、服药，但是家长不支持，觉得没有什么大事，
认为孩子只是不开心，想开了就好了。”无奈之下，许多孩子
只能打来电话倾诉。

“目前，对儿童精神问题的宣传还不够，很多家长老师

的认识不足。”曹庆久说，有的患儿已经出现幻觉、妄想等症
状，但家长对孩子的干预还仅限于去做心理咨询层面，很可
能贻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陆小兵介绍，不少青少年抑郁以食欲减退、疲乏无力、
入睡困难等表现为主，常被临床医生误诊为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浅表性胃炎、神经性头疼等，进行了不必要的检查和
治疗，不仅浪费金钱和时间，更加重了患者的思想负担。

专业医疗人员也相对匮乏。曹庆久说，我国有 3000 万
儿童青少年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目前能够
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员很少，专门看儿童的精神心
理医生更少。

王永柏说，伴随着信息化和网络的发展，许多孩子依赖
手机、电脑等设备，这些电子产品的有害光线对身体也有影
响。再加上他们每天接触大量复杂信息，自身又缺乏处理广
泛信息的能力，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

早发现早治疗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王永柏、陆小兵等专家表示，很多孩子可能只是出现
“抑郁情绪”“抑郁症状”，并不等于“抑郁症”，但如果不解决
好，很容易愈演愈烈，可能为成年以后的心理问题埋下
伏笔。

专家建议，家长平时要多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对于儿
童青少年抑郁症应该早发现早治疗。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马旻建议，青春期的孩子比较敏感，抗打
击能力较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当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
等情况时，家长应和孩子好好沟通找原因，不要一味批评责
怪孩子，避免语言冷暴力。

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胡宇峰建议，社会、学
校应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给予更多关注，不断提高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如中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
中小学应构建学校心理咨询师、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寝
室心理宣传员四级心理健康教育保障体系，将心理健康教
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内
心动力，更好地健康成长。 （记者廖君、王莹、林苗苗、
郑天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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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9 日电（记者孙
丁、邓仙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
竞选人拜登 9 日说，他支持弹劾现任总
统特朗普。这是自众议院民主党人近期
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以来，拜登
首次就此表明立场。

拜登当天在新罕布什尔州出席活动
时说，特朗普违背就职誓言、背叛国家，
应被弹劾。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
拜登此番表态很可悲。特朗普还称，自己
没做错什么。

特朗普正面临弹劾调查。8 月，美国
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 7 月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
查拜登及其儿子亨特，白宫还采取某些
措施“封锁”二人通话内容记录。另据美
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还下令冻结一笔军
事援助以施压乌克兰。

这一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主党人
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治利益
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 9 月下旬启动众议院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白宫日前对弹劾
调查的合法性、动机等提出质疑，同时明
确表示不会予以配合。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主席林赛·格雷厄姆 9日在接受美国媒
体采访时说，他不认为特朗普同泽连斯基
的通话有什么问题，共和党参议员们不可
能以此为依据表决解职特朗普。民主党联
邦众议员格里·康诺利则表示，他们手上
已掌握所需情况，白宫阻挠弹劾调查会适
得其反，最终也会是徒劳的。

据白宫近期公布的特朗普同泽连斯
基通话内容记录，特朗普称，拜登担任美
国副总统时曾干预乌克兰司法，导致乌
克兰检察机关有关乌克兰一家能源企业
的调查结束，而亨特当时是这家企业的
董事会成员，特朗普要求乌方调查此事。

拜登于 2009 年至 2017 年任美国副
总统，今年 4 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
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9 日电（记者
孙丁、邓仙来、刘阳）美国前副总统、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 9 日说，他支持弹
劾现任总统特朗普。这是自众议院民主
党人近期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以来，拜登首次就此表明立场。特朗普
对此反唇相讥，称拜登此番表态“可
悲”。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电话门”对
拜登选情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拜登这
次在弹劾问题上展现强硬态度意在维
护形象并提振选情。此外，因弹劾调查
引发的政治缠斗正在多线升级，华盛顿
被笼罩在新的政治不确定性之中。

拜登选情受累

拜登于 2009 年至 2017 年任美国副总统。他今年 4 月宣布竞选
下届美国总统，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拜登当天在新罕
布什尔州出席活动时说，特朗普违背就职誓言、背叛国家，应被
弹劾。

涉及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敏感通话内容的“电话门”
事件曝光后震动美国朝野。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私利，
寻求外国势力干预明年美国总统选举。

然而，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 9 月下旬因“电话门”事件启
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后，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表示拒绝配合，还
“转守为攻”，通过保守派媒体加强报道有关拜登负面新闻的“舆论战”。

多家民调结果显示，受“电话门”曝光拜登可能曾为儿子“出
头”，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干预乌克兰司法的传闻影响，拜登支持率已
被党内竞选对手、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反超。在此
之前，拜登的支持率一直“一枝独秀”。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与特朗普政府和竞选团队相比，拜登方面
行动的攻击性不足。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拜登此时阐明立场支
持弹劾特朗普说明他认识到需要加大力度应对特朗普的持续攻势，
以扭转民调的下滑趋势。

白宫策略变化

众议院下属几个委员会已向多个涉及“电话门”事件的个人和
机构发出传票，要求提交相关资料配合调查，但遭白宫抵制。

总统律师西波隆日前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国会民主党人称，
众议院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受党派政治驱使，缺乏法律依据、
违背正当程序。他特别指出，佩洛西在启动弹劾调查前未经全院表决。

佩洛西回应说，这封信明显错误，将被视为白宫又一个妨碍众
议院调查的证据。根据美国宪法，国会众议院“独享弹劾权”，并未有
明文规定启动弹劾调查须经全院投票。不过，在前总统尼克松和克
林顿的弹劾案中，众议院均在全院表决后方才启动弹劾调查，这也
是特朗普政府对当前弹劾调查提出质疑的论据之一。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延斯·奥林指出，白宫拒绝配合弹劾
调查标志着其应对策略的变化。此前白宫在舆论压力下公布特朗普
同泽连斯基的通话内容记录就是为了避免被扣上妨碍调查的帽子，
但显然现在已经放弃了原来的策略。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维多
利亚·诺斯则分析，白宫现在的态度基本等同于在法律层面向国会
民主党人“宣战”。

政治困境加剧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共和、民主两党斗争激烈。新一届国会中，
重掌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加紧对政府实施监督与制衡，府院之争愈演
愈烈，各方寻求共识展开合作的空间和能力受到进一步制约。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电话门”事件引起的风波或让华盛顿的
政治困局继续恶化，新增不确定性甚至加剧宪政危机。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梅莉萨·默里说，在过去，当美国政府与
国会就监督要求出现分歧时，双方会通过协商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
协议，若达不成再诉诸法律。然而，在特朗普时期，不同权力分支之
间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准则已被抛弃。

默里表示，立法分支监督行政分支屡次遭拒似乎让美国一次次
滑向宪政危机的方向。此次“电话门”事件触发立法机关对行政分支
的终极制衡手段——弹劾调查，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担心。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认为，目前判断特朗
普政府拒绝配合众议院弹劾调查是否引发宪政危机为时尚早，但不
配合调查本身就违背三权分立原则，或已构成可弹劾的行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高尔斯顿指出，华
盛顿现在极端党派化，许多人只按政治立场行事，这对宪政秩序

来说是真正的问题。而在美
国得克萨斯大学法学教授桑
福德·莱文森眼里，在美国现
行体制下，权力制衡已经难
以阻止无休止的政治斗争。

孩子“无声的抵抗”

你了解吗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胡林
果、梁建强、李平、宓
盈婷）10 月 1 日，《云
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其子
女的用人单位应当支持护理照料，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20 天、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10 天的护理时间，护理期间享
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待遇。

目前，已有 10 多个省份与云南一样推出子女带薪护理
生病老人政策，受到广泛好评。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由于缺乏执行细则、硬约束不够等，一些地方带薪护理
生病老人政策难以落地。

多地明确带薪护理时间，有的地方每年

有 20 天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今年 10 月 1 日，已有包括福建、广
西、海南、湖北、黑龙江、重庆、四川、河北、河南、宁夏、内蒙
古、山西、云南等 13 个省区以及广州市、淮安市两市，以地
方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形式明确了子女每年可用的护理时
间，且大多规定了护理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各地的护理时间通常在 15 天左右，河南规定独生子女
每年累计不少于 20 日，黑龙江则规定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20 天。

为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四川、黑龙江、宁夏、云
南等地还规定了非独生子女也可带薪护理，时长略短于独
生子女，但也能达到 7-10 日。

各省份都规定了子女带薪护理需满足“老年人患病住
院期间”的条件。其中，四川等省份的规定较严格，要求符合
“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不能自理”的条件，重庆还规定了“老

年人患病住院治疗且需要二级以上护理时”的条件。
福建作为最早将带薪护理列入法规的省份，相关政策

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厦门市信达
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员工，近期因母亲患乳腺癌住院，公司同
意该员工分两次共用护理时间 7 天。广州的相关政策令 46
岁的智敏受益。2018 年，智敏年近 80 岁的母亲因肠胃疾病
紧急入院，她顺利申请了独生子女护理时间照顾母亲。

政策落地遭遇三道坎：缺细则、限制多、

无硬约束

尽管带薪护理生病老人政策受到普遍认可，但现实中
不少人遭遇护理时间难申请的尴尬。在湖北一家私营企业
上班的马女士表示，需要哪些证明、走什么样的程序都不清
楚；在福州一家医疗设备经营企业工作的 80 后张敏告诉记
者，其公司从未宣导过带薪护理政策。

记者调查发现，带薪护理生病老人政策落地难与执行、
监督等多个环节有关。

——条款缺乏细则，企业选择性忽视。今年上半年，四
川王女士的母亲生病住院，她按照《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的规定申请一周护理时间。但其所在单位却以条例规
定了前置条件——“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不能自理”为由，
要求王女士出具“母亲不能自理”的证明。王女士无奈地说，
医院无法出具这个证明，“而仅凭我一张嘴说，公司又根本
不相信”。

——地方性法规限制多，难落地。根据广州市出台的规
定，只有父母、独生子女本人户籍均在广州的才能享受政
策，非户籍老人被排除在外。因此，大量“新广州人”因父母
户籍在原地无法享受该政策。在广州工作的张瑶说，父母住
在邻省湖南，两个小时高铁就能到，但她从未享受过政策。

福建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国家

层面的法律尚未有相关规定，老年人在福建而其独生子女
在没有相关规定的省份工作的，也无法享受带薪护理政策。

——无硬约束，落实打折扣。“一说要请假公司就拿年
假抵扣。”在广州某商业银行工作的唐女士说。

“地方出台的相关条例、规章多是倡导、呼吁性质，没有
硬约束，导致执行不力。”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
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说。

广州市老龄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实际操
作中，有的用人单位以程序不明晰为由，变相拒绝员工的请
求；有的用人单位担心让独生子女享受政策引起非独生子
女的不满，干脆“一刀切”不执行。

专家倡导更多地方推行，进一步明确相

关细则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 2018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
人口数约为 2 . 49 亿，约占总人口的 17 . 9%。 浙江省社会
学会会长杨建华认为，各地出台带薪护理生病老人政策顺
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是文明进步的体现。一方面，要在全
国更多的地方推行；另一方面，要推动已出台的政策落到实
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的配套，监督用人单位的执行情况。

专家认为，在操作层面应进一步明确带薪护理生病老
人政策相关细则。比如，如何确认独生子女身份以及父母住
院情况；员工不能正常享受政策如何维权；单位长期不落实
政策相关部门如何监督、处罚等等。

福建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有关负责人表示，落实带薪
护理生病老人政策的一大主体是企业，必须充分正视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实施政策过程中成本增加的问题，出台
相关配套支持措施。

尚重生说，政府、用人单位、公民个人都要认真落实带薪护
理生病老人政策，进一步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风尚。

多地许可子女带薪护理住院老人
由于缺乏细则、硬约束不够等致使好政策落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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