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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战 “疫” 一线 ，
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负有特殊而重
要的作用， 既要做好院内 700 余
名精神病患者的医疗和感染防
控， 防止疫情聚集性暴发， 又要
承担全市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
预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面
对艰巨任务， 该院主任医师蒋丽
红挺身而出、 积极担当， 充分发
挥了精神和心理科专家在科学防
控中的骨干作用。

防疫阻击战打响后， 蒋丽红
敏锐地意识到心理疏导和心理干
预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她的建议和努力下， 郴州市精
神病医院迅速开通了全省市公开
的 24 小时在线服务心理热线 ，
为一线医护人员、 病患及家属、
普通民众进行心理疏导。 同时，
迅速制定疫情热线相关预案流
程， 与团队对 300 位来电者求助
的问题进行专业分析， 对接线工
作人员进行培训和督导。 她以身
作则带头参加 12320 心理专家 24
小时值班 ， 从 1 月 19 日开始 ，
连续 39 天坚守防控一线。

根据国家卫健委疫情紧急
心理危机干预通知精神， 蒋丽
红撰写的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施的
方案》 通过郴州市委防控指挥
部审核修订 ， 以文件形式下
发， 指导全市科学、 规范、 有
序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相关心理危机干预工
作。 她积极在医院组建全市心
理危机救援医疗队， 由全市 16
名专家和 35 名成员组成； 分
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突击队 、
二、 三级隔离防护医疗队、 心
理援助热线组和联络宣传组 4
个专业组开展工作， 并制定了
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关于新冠肺
炎心理危机干预应急处置工作
安排。

在新冠疫情发展过程中，
部分群众出现了焦虑、 恐慌、
抑郁等心理问题， 甚至对战胜
疫情感到了迷茫。 蒋丽红充分
发挥专长， 积极引导舆论， 以
“郴州天天播报” “FM992” 市
民热线为交流平台向全市民众

宣传报道 “面对疫情， 如何调适良
好心态”。 除了通过微信、 抖音等
新媒体为群众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科
普和免费心理咨询外， 蒋丽红还组
织团队积极撰写针对不同人群分级
分层的心理科普文章 103 篇。 在医
院内网通工作群和微信群向全院干
部职工推出了五期新冠肺炎防控和
心理危机调适培训学习课件， 参加
学习的达到 900 人次。 为确保每位
咨询者都能得到及时 、 专业的疏
解， 她和团队坚持看特需心理疏导
门诊， 为与疫情相关的 2800 名心
理求助者排忧解难。

除了对确诊患者的心理疏导和
随访评估， 蒋丽红和 6 名心理危机
干预专家志愿者对全院 12 个病区
约 760 名住院患者和约 120 位临床
一线在岗值班医务人员开展了 “抗
击疫情 ， 守护健康 ” 心理干预活
动 。 为求助者提供一对一心理疏
导， 给予心理援助， 及时安抚他们
的焦虑情绪 。 期间她还主动与社
区、 残联、 妇联合作， 开展大众心
理咨询和科普知识宣传。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科学前沿话题讲堂上， 中科
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教授樊春海围绕 DNA 制成的纳米级机
器人做了专题报告， 表达了其对 DNA
机器人治疗疾病的乐观设想。 他认为，
总有一天 ， 基于 DNA 的机器 、 基于
DNA 的自组装机器、 基于 DNA 的纳米
机器人， 可用来治疗人类疾病。

“DNA 纳米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
就是 DNA 折纸技术， 在此基础之上，
融合了一些可调控的机制， 使得 DNA
不只能被折成各种结构， 还具有了动
态的机械功能， 从而可以被称为 ‘机
器人’。”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齐浩介绍 ， “不同形式的
DNA 结构也被称为框架核酸 。 通过
DNA 折纸技术， 将连成片的 DNA 当作
‘纸’， 经过设计和堆叠， 构建出自己
想要的模样， 实现了人工设计自组装
核酸结构 。 这种折出来的框架核酸 ，
具有可编程的尺寸、 形状和机械性能。
有了这些 DNA 框架结构， 科学家就可
以在纳米范围内精确地组织小分子 ，
使其成为架构纳米药物的有效平台。”
齐浩介绍， 通过 DNA 折纸技术， 就可
以搭建出机器人的 “骨架”。

“DNA 机器人在医疗领域， 更多的
会用来为某些肿瘤或癌症患者递送靶
向药， 或是制造纳米级设备元件， 成
为精准医疗的加速器。” 齐浩介绍， 之
前都是把药物做成小分子， 在人体内
漫无目的地扩散到各个部位。 后来出
现了靶向药， 就是在药物上增加识别
病灶的分子靶点。 而用 DNA 机器人可
以制作智能升级版靶向药。

齐浩强调， DNA 机器人本身并不
治病， 它只是一个载体， 可以携带药物
精准到达病灶或者病灶周边， 进行操作
精准给药， 以增加现有药物的效力。

而且除了带货、 识别、 运输、 卸
载药物， DNA 机器人还可以被装载上
更多的 “逻辑门”， 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和操控。 齐浩举例说， 研究人员曾制
作过一个 DNA 机器人盒子， 盒子里可
携带治疗肿瘤的药物， 通过设计识别
功能， “盒子机器人” 可准确找到肿
瘤细胞， 并且通过识别预先设计好的
分子信号， 打开盒子门。 这个开门的
操作就可以设计 “和” 或者 “或” 的
逻辑门， 满足两个条件打开门或者满
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开门。

DNA 机器人， 能在纳米尺度完成
这么多复杂的操作， 让科研人员看到
了它在医疗领域前景可期。 有专家表
示， 这种微小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完成
定位， 操作一台小型手术。

不过与 大 多 数 新 生 事 物 相 同 ，
DNA 机器人应用于医疗， 还有很多关
键的问题需要解决。 “目前的科研人
员都还在 DNA 机器人的构建层面进行
研究， 它的功能还没那么强大。 未来
DNA 机器人的技术一旦成熟并进入到
应用层面， 生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等
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齐浩表示。

（《科技日报》 12.8， 文 /�陈曦）

近期， 各地相继公布一些欺
诈骗保的典型案例， 为何总有人
盯着医保基金起歪心思？ 归根结
底， 还是有利可图 ， 有漏洞可
钻。 比如， 安徽太和县多家医院
骗保事件中， 一张住院 6 天的结
算单显示， 总花费 1817.32 元 ，
医保报销 1318.83 元， 个人支付
498.49 元 。 但一通 “操作 ” 下
来， 假病人只付 200 元钱就可以
走人。

乍看 200 元钱就能检查身体
还养养生， 似乎很划算， 但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其实都是套
路， 背后拿大头的还是医药机构
及主谋者。 骗保的过度医疗行为
未见得对健康有多大助益， 但稀
里糊涂成了别人套利的 “猎物”，

还搭上自己的诚信， 是肯定的。
俗话说， 有啥别有病。 为啥

还有人心甘情愿住院 ？ 分析起
来， 这些骗保 “假病人” 的心态
有三： 一是我也花钱缴医保， 我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二是国家的
便宜， 不占白不占； 三是医药机
构骗保， 要罚也是罚他们， 关我
啥事？

您别说， 还真有事， 而且很
可能摊上大事！ 最近国务院出台
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 （草案）》， 明确规定了参保
人员的权责， 严禁通过伪造、 涂
改医学文书或虚构医药服务等骗
取医保基金， 对违法违规行为加
大惩戒力度。 律师也表示， 根据
立法解释， 参与骗保可按诈骗罪

追究刑事责任 ， 并视情节轻重 ，
被处以罚款、 公开曝光、 纳入失
信惩戒对象乃至刑责。

参与骗保， 害人害己。 医保
的钱是咱老百姓的救命钱， 骗取、
滥用、 浪费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
的利益。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咱
们的医保基金其实并不宽裕， 像癌
症、 糖尿病等大病慢病还做不到充
分保障， 每一分必须精打细算。

当前我国医保监管还面临执
法力量不足、 监管专业化和精细
度不够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 公众
要绷紧 “骗保违法” 这根弦， 不要
成为机构犯罪的棋子和帮凶。 快告
诉咱爸咱妈， 遇上骗保要说不！

（《新华每日电讯》 12.16，
记者 屈婷 徐海涛）

未来给你做手术的
也许是 DNA纳米机器人

———记精神卫生专家蒋丽红

占医保的便宜 会摊上大事

12 月 16 日， 在拉脱维亚首都
里加， 研发人员正将一份检测样本
套装投入检测站， 展示“无接触”
式新冠检测站的使用流程。 近日，
拉脱维亚当地研发的“无接触” 式
新冠检测站在里加一所医院投入使
用， 以减少人员接触， 降低检测过
程中的感染风险。 目前， 该设备已
为 500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法新

心理战场上的“白衣战士”

拉脱维亚：
“无接触”式新冠检测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