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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闻） 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要内容。 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和全面素质发展， 倡导全
社会关注、 支持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促进工作， 积极推进 《健康
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心理
健康促进行动和 《健康中国行
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
案 （2019-2022 年）》， 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日前发出通知， 决定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聚焦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开展主题宣教活动。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
“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 旨在
通过多种途径的宣传教育， 帮助
儿童青少年掌握心理健康相关知
识， 提升心理调适能力； 协助家

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 帮助孩
子正确认识、 处理碰到的情绪问
题 ； 号召各级政府部门 、 学校 、
医疗卫生机构、 社区、 社会组织
等多方力量加强合作， 共同创造
更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外部
环境。

通知要求， 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在 10 月 10 日前后积极
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本地区精神
卫生和心理健康工作情况。 重点
报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 、
心理疏导、 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
现状，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困
难， 下一步工作思路、 计划， 争
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依托国
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精神卫生项

目， 落实好健康中国行动心理健
康促进行动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行动 （2019-2022） 相关工作要
求， 会同教育部门开展相关筛查
评估和针对性预防服务， 探索形
成家庭、 学校、 医疗机构相合作
的预防干预模式， 避免不良情绪
转化为心理疾病。

各地要创新科普宣教形式 ，
充分依托广播、 电视、 网络、 报
刊、 公共交通 LED 显示屏等大众
媒体， 利用各级卫生健康微信公众
号、 心理援助平台和基层社区宣传
阵地， 制作和播放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相关视频或公益广告， 发放宣
传手册、 漫画、 一图读懂等多种科
普宣教材料， 做好儿童青少年及其
家长的心理健康知识科普。

������本报讯 （通讯员 沙丽娜 谭慧） 9
月 29 日是世界心脏日。 在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病房里有 5 名
特殊的小患者， 正在科室医护人员组
织下开展一同画国旗、 唱国歌等活
动。 他们是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先心
病患儿， 也是第十批湖南省先心病儿
童医疗救治援藏项目的救治对象。 不
久前他们刚刚接受了 “补心” 微创手
术， 目前恢复良好。

此批先心病患儿平均年龄不到 5
岁， 年龄最小的岗嘎措姆只有 2 岁，
年龄最大的嘎玛扎西 8 岁 。 7 月中
旬， 以湘雅二医院副院长、 心血管外
科教授杨一峰为领队组成的湖南省第
10 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医疗救治援
藏工作专家组奔赴西藏， 对山南地区
桑日、 扎囊、 隆子、 贡嘎四县及三安
曲林乡、 玉麦乡 110 名儿童进行了先
心病筛查， 最终确认转诊湘雅二医院
免费手术治疗 5 例。

9 月 22 日， 5 位西藏山南地区
先心病患儿入住该院心血管外科五病
区。 为了保障患儿手术的顺利进行，
该院特别成立救助专项小组， 制定出
手术方案， 确定手术安排， 顺利完成
“补心” 手术。

该院心血管外科副教授吴斯杰介
绍， 本次西藏患儿全部采取的是微创
封堵技术， 相较传统开胸手术， 微创
手术具有创伤小、 并发症发生率低、
恢复快的优势。 其中年龄最小的冈嘎
措姆因房间隔缺损、 肺动脉瓣狭窄，
实施的是经皮房间隔缺损封堵加肺动
脉瓣球囊扩张术， 旦增索朗实施的是
经胸室间隔缺损封堵术， 索巴加措实
施的是经皮房间隔缺损封堵术、 旦增
曲珍实施的是动脉导管未闭经皮封堵
术。 这些孩子手术康复后就能和正常
人一样生活。

������本报讯 （健康报记者 姚常
房 ） 9 月 27 日 ， 国家卫生健康
委 、 中央政法委 、 中央网信办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医
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 》。 《指导意见 》 指出 ， 要逐
步构建系统、 科学、 高效、 智慧
的高水平医院安全防范体系。

《指导意见》 明确， 医院要配
齐配强专职保卫人员， 聘用足够
的保安员， 完善医院专职保卫人
员招录、 职级晋升、 职业培训等
职业保障制度。 医院保安员数量
应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

的 3%或 20 张病床 1 名保安或日
均门诊量 3‰的标准配备， 有条
件的医院可增加保安员数量。 对
没有条件配备专职保安的医院 ，
探索通过一定地域范围内统一建
设并派驻安保力量、 设置公安机
关巡逻点、 建立群防群治守望岗
等方式， 加强安保守卫。

《指导意见 》 指出 ， 公安机
关应在三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
医院设立警务室 ， 配备必要警
力； 尚不具备条件的二级医院根
据实际情况在周边设立治安岗
亭、 巡逻必到点。 同时， 探索医
院警务室 （站） 建设标准。 医院
应建立安全检查制度， 配备相应

安检设备 。 日均门诊量 5000 人
次以上或者床位 1000 张以上的
大型医院应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
检。 应当兼顾患者就医体验， 为
急危重症患者设置安检绿色通
道。

《指导意见》 强调， 严厉打击
涉医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应建立
涉医案件盯办机制， 接到医院报
警求助后， 第一时间出警、 控制
案件现场， 依法迅速受案、 立案
侦查。 人民检察院应对重大涉医
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加快审查逮
捕和审查起诉进度。 人民法院应
当加快审理进度。 重大案件上级
机关要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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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 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综合楼正式破土动工， 标志着该院奋力建设国家癌症区
域医疗中心迈入加速度时期。 该项目总投资 9.84 亿元， 总建筑面积为 10.87 万平方米， 预计在 4
年内建成。 通讯员 刘孝谊 彭璐 摄影报道

加速建设国家癌症区域医疗中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庆放
假安排的通知， 本报 10 月 5 日、 10
月 7 日休刊， 10 月 12 日正常出版。
祝广大读者节日快乐！

本报编辑部

启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