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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闻
关注世界精神卫生日

朝阳今年将助 2 万劳动力就业

本市亮出心理健康服务能力
“家底儿”

112 家社区医疗机构有心理门诊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今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亮出了“心理健康”医疗服务能力“家底儿”：本市目前
共有 25 家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社区医疗机构中有 112 家设有
精神科（心理）门诊，综合医院中有 52 家开设了心理（精神）
科。本市计划为 4 万名居民提供线上筛查服务，并对 2000 名
心理健康高风险居民提供线下干预服务。
为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
促进常见心理/精
神卫生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市卫生健康委和市财政局
联合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房山区、怀柔区开展北
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筛查与干预Ⅰ期项目，计划对 4 万名居民提
供线上筛查服务，并对 2000 名心理健康高风险居民提供线下
干预服务。
该项目通过“暖翼——知心心理测评平台”为居民提供自
助式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服务，及早识别可能发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目前已完成对 3.1 万人的自评筛查，筛查高风险 9000
余人。项目还将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心理问题干
预服务，如线上心理疏导干预、心理热线咨询服务、个体化心理
咨询与干预服务。
目前，
本市已经形成了精神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精神科和
心理科、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多类别、
多层级的共同参与、面向群众的心理卫生服务综合体系和精神
疾病康复护理体系。全市共有精神专科医疗机构 25 家；
市级精
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家，
区级精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6 家；
有
35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精神卫生工作，
其中有 112 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设有精神科（心理）门诊。综合性医疗机构中，有
52 家有心理（精神）科，
可以为公众提供专业的心理卫生服务。
全市大中小学校均建立心理咨询场所，
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心理服务机构有61家，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
业类心理服务机构有238家，
涵盖了理论研究、
教育培训、
咨询督
导、
临床技术和特殊人群心理康复等专业领域。北京市医疗机构
中，
精神科专业人员总数 5563 人，
其中心理治疗师 95 人，
心理咨
询师 95 人，
精神科医师、
助理医师 1213 名，
精神科护士 2695 名。
北京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的国内外比较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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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人最需要关注心理问题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青少年、女性和老人
要特别关注心理健康问题。昨日，北京回龙观医
院副院长王绍礼提示，这三类高危人群，一旦发
现心理问题，
一定要积极应对。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
从家庭
迈进社会的过渡期。在身体、
自我意识和人格迅速
发展的同时，
青少年面临多种危机，
容易出现各种
心理、
情绪和行为问题。
“这一阶段的心理问题没有
解决好，
很可能影响今后的发展。
”
王绍礼说，
我国
3.67 亿 18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其中比
较常见的是心理障碍，
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
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女性因为拥有细

腻的心思，
与男性相比，
更容易出现抑郁症、
神经衰
弱、
癔病、
更年期综合征及焦虑症。到了老年期，
人
的器官开始老化，
功能出现衰退，
各种躯体疾病陆
续出现，
导致老年人容易发生各种精神心理障碍，
最常见的是老年期抑郁障碍，
其他的还有老年期谵
妄、
痴呆、
老年期创伤后应激障碍、
睡眠障碍等。
王绍礼介绍，出现心理不适，首先可以自我
调节，包括正确面对压力。遇到挫折时，转移注
意力，等心情平静后，再重新考虑如何解决烦
恼。敢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适应社会，走自己的
路，做自己的事。学会宣泄。用积极的方式与人
沟通。一旦觉得自己心理压力过大，自我调适无
效，
就应积极求助于专业人员。

49 名“慢病健康卫士”上岗
本报讯（记者 刘欢）昨日，在中日友好医院
举行的慢病宣传日活动中，49 位“慢病健康卫士”
正式上岗。未来，这些医务人员和疾控专家将为
广大市民和社区医生拉起一张慢病防控网。
天气转凉后，人们的血压容易偏高；户外活
动减少后，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随之增高。
秋冬季也是心梗、冠心病和脑卒中等慢病的高发
期……当前，慢性病已成为全球居民健康的头号
杀手。在我国，每年以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为首
的慢性病，致死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 85%。慢
病在我国的疾病负担越来越重。

“慢 病 防 控 是 一 项 综 合、庞 大 的 系 统 性 工
程，”中日友好医院疾控处副处长郭丽萍研究
员介绍，为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未来，来自中
日友好医院心脏科、神经科、内分泌科和中西
医 结 合 心 脏 内 科 等 多 个 科 室 的“ 慢 病 健 康 卫
士”，将面向公众推出多学科联合义诊以及形
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同时，他们还将通过
定期培训，把最前沿的慢病健康科普知识传递
给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社区医生，帮助
他们提高慢病管理能力，早期识别慢病潜在危
险因素。

需求；具体到企业，是否与就业部门
达成长期合作，
适合就业困难人员的
岗位有哪些、有多少……一一摸清摸
透摸准。近两年，
已精准调查形成就
业供需两大数据库并实时更新。
组织招聘会、提供政策咨询服
本报讯（记者 代丽丽）为 了 帮
务……企业有需求，朝阳公服、街乡
助城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高质
会立即响应，
甚至主动送服务上门。
量就业，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
京客隆商业集团优先招用失业
中心（简称“朝阳公服”
）深入街乡问
人员、农村劳动力，这几年都享受到
需求、搭平台，今年已帮助 13659 人
了包括社补、岗补以及稳岗补贴在内
实现就业。
的政策性支持，
每年享受补贴达五六
帮 助 2 万 名 劳 动 力 实 现 就 业 ， 百万元。用京客隆人力资源经理李
这是朝阳区今年就业工作的任务之
春溢的话来说，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
一。这个任务量占全市的 1/9，居各
企业能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区之首。王烨是朝阳公服的工作人
今年以来，包括京客隆在内，朝
员，和其他同事一样，每天上午她在
阳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与 4200 余
单 位 处 理 工 作 ，下 午 直 奔 街 乡“ 流
家大中小型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动”办公。为推动就业，朝阳公服要
关系，
累计开发就业岗位 7 万余个。
求科级干部带队，普通干部包片，走
为提升
“搭平台”
的效力，
朝阳公
街入户做调研，与失业人员和企业
服还与区工商联、区总工会、区妇联、
面对面，为他们未来的发展说政策、 区残联等相关单位合作，信息、岗位
做谋划。
互通共享，
每年精心组织
“春风行动”
辖区登记失业人员、高校应届毕 “就业援助”
“民营企业招聘月”等 10
业生、各类企业以及对口帮扶地区建
余场专场招聘。通过多层次、多维
档立卡人员，
都是调查的范围。具体
度、全方位服务，实现个人意愿与企
到个人，基本情况什么样、自身优势
业需求精确对接，
朝阳公服今年已帮
是什么、有没有就业意愿、有何就业
助 13659 人实现就业。

224 件文物首博讲述“山河故事”

西城发布养老服务十大项目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昨天，西城区在万寿公园举
办养老服务成果展。在启动仪式上，西城区区委社工
委、区民政局向社会发布养老服务为民十大项目，包括
为 500 名老年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全区养老餐桌建设
达到 300 家；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达到 500 张；全区养老
机构床位建设达到 5000 张等，
预计在 2020 年前完成。
万寿公园位于白纸坊东街甲 29 号，
是本市首座以老

年活动为中心的主题公园，
也是西城区的孝老敬亲示范基
地。公园内除了有便于老人活动的休闲设施，如康复乐
园、地书广场、门球场、百岁苑、茗香茶社、运动健身广场，
还有老年法律维权服务中心、
西城区养老服务成果展示中
心、
养老顾问工作站等，
可以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西城区养老服务为民十大项目在启动仪式上发布。包
括为低保低收入困难老年人提供
“理发、
洗浴、
代换煤气”
等

三项为老服务；
为100名老年人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为500
名老年人配备智能化养老产品；
为500名老年人提供康复
护理服务；
为1000名高龄独居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视服务；
为1000名失能老年人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
为1400名无
保障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
全区养老餐桌建设达到300家；
全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达到500张；
全区养老机构床位建
设达到5000张等。十大项目将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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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之星”
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在昨天的西城区
养老服务成果展启动仪式上，10 位受表彰
的“孝顺之星”代表上台领取获奖证书。为
他们颁奖的不是坐在台下的领导干部，而是
地区的老年人代表，
场面十分暖心。
西城区今年评选出了300位
“孝顺之星”
，
包括20多年如一日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
公职律师孙向民；
无微不至照顾百岁老人的孝
顺儿媳杜贤佩等，
个个都有着感人的事迹。这
次走上颁奖台的是其中10位代表。
西城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请老人
为“孝顺之星”代表颁奖，主要是想体现这个
荣誉称号背后的精神内涵。原本计划邀请各
“孝顺之星”的服务对象上台颁奖，但很多老
人因为卧病在床，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等原
因，无法到场，所以邀请了地区 10 位老年人
代表上台颁奖。
“希望这场特殊的颁奖仪式，
能鼓励‘孝顺之星’更好地走下去，同时也带
动更多人加入到敬老孝老的队伍中来。
”
本报记者 方非摄

本市首个老年餐桌标准发布
共分三个等级，其中三星级餐桌须提供
“特殊食谱”
本报讯（记者 马婧）老年人餐位数不少于三分之
一、提供老年人特殊食谱、配备老花镜放大镜等服务用
品……这是三星级老年餐桌提供的细致服务。记者昨
天获悉，由西城区民政局、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城
区饮食行业协会、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联合起草的
《老年餐桌等级划分与评定》已正式发布，通过评分细则
的形式对老年餐服务企业的设备设施、膳食品质、服务
质量等进行量化。其中最高等级的老年餐桌餐厅要有
痛风、素食、适合少数民族的特殊食谱。
这是本市首个关于老年餐桌的专项团体标准，在全
国老年餐服务管理方面也尚属首创。老年餐桌指的是
具有适宜老年人就餐的场所、设施设备及用品，为老年
人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根据新发布的标
准，老年餐桌共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三个等级。
星的颗数越多，表示老年餐桌的级别越高。
不同星级具体有什么区别？建筑与设施设备条件、
膳食品质要求和服务质量等都是等级划分的依据。一
星级老年餐桌要求老年人餐位数不少于总餐位数的五
分之一且不低于 4 个餐位，日均就餐老年人数不少于 10
人，同时有老年人膳食食谱在集中就餐区域公示。二星
级老年餐桌要求老年人就餐服务区标识明显，老年人餐

位数不少于总餐位数的四分之一且餐位数不少于 10
个，餐厅要配置适老化功能的餐桌、餐椅、餐盘等设备及
器皿，
日均就餐老年人数不少于 30 人。
三星级老年餐桌要求最高，老年人就餐服务区餐位
数不少于总餐位数的三分之一，且老年人人均餐位面积
不小于 1.5 平方米，餐厅要有老年人特殊膳食食谱，如素
食、少数民族、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食谱，并在集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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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区域公示；餐厅还要配备老花镜、放大镜、签字笔、书
报架、呼叫器等服务用品，设置热水器提供温水，水龙头
采用非手触动式开关；其日均就餐老年人数不少于 50
人，有服务人员为有需要的老年人主动提供就座、点餐、
分餐、推车、取拿物品等协助服务。
为方便市民辨识，西城区饮食行业协会统一制作老
年餐桌等级标志牌和证书，
悬挂在餐厅的显著位置。

北京
“银发消费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金可）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的 2019
北京“银发消费月”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
11 月 15 日。
消费月以“新银发时代，享品质生活”为主题，在
城区的近 20 家养老驿站，以及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
开发区、回天地区以及海淀区的十余处社区街道，举
办重阳节专场活动。重阳节当天，在诚和敬永内大街
驿站、国安养老白纸坊驿站两个站点已同时开展“进
驿站、送服务”专场活动，将需求最集中的各类服务和

商品带到老年人的身边。
据统计，此次消费月参与企业 200 余家、参与门
店数千家，主要覆盖生活服务、健康、餐饮、文化旅游
四大板块，涵盖了老年人日常消费的食、住、行、游、
购、娱等各个环节。其中深受老年消费者熟悉和信赖
的北京老字号企业 30 余家，包括仿膳饭庄、盛锡福帽
业、张一元茶叶、同升和鞋业、吴裕泰茶叶、稻香村等
企业，将在消费月中推出针对老年消费者的促销、优
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冕）一场《山河·
家国——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展》近
日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水景庭院
展出，
永定河河床取土时发现的石人
等 224 件文物将水和山的故事娓娓
道来。
展厅里，224 件文物依照时间顺
序，
从文明交汇之径、都城繁盛之源、
文化传承之根三方面介绍西山永定
河地区从远古人类起源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演变历程。
水和北京城的故事，
是展览中的
重头戏之一。
“西山永定河水网密布，
城市因水而盛。曹魏时期开凿戾陵
堰、车厢渠，
为蓟城灌溉提供水源；
金
元时期开凿金口河以发展漕运；
明清
时期，永定河上游植被耗竭，中下游
水灾频繁，
国家大举兴修治水工程。”
讲解员边说，
边走过一幅幅永定河水

源图。其中有一幅人物图片格外显
眼，这是郭守敬肖像。
“ 元代以前，城
市取水只是在莲花池，
郭守敬从白浮
泉引水入京。
”讲解员说，
这有点类似
于“引滦入京”。在元大都运河示意
图上，有一个“金口河取水口”的标
记。专家说，当年郭守敬从此取水，
解决了修建元大都木材的运输问题。
展览中，三家店水利会账目、龙
门三级浪石刻，
还有首博常设展厅的
克盉、克罍等文物悉数亮相。京西古
道地图上，
板桥、白道子、王平村等密
密麻麻的地标几乎铺满。专家介绍，
由于京西古道，
西山地区当年的服务
业很发达，
商铺旅店很多。
“这条古道
主要是军道、商道和香道，历代不断
修缮，
至今仍有遗迹留存。”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31 日。
本报记者 程功摄

九座城市
“运河礼物”
通州齐亮相
本报讯（记者 王海燕）
“爱上大
运河”
大型跨省融媒体新闻行动近日
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收官
仪式。北京、天津、杭州等九座运河
沿线城市推出的“运河礼物”在活动
中集中亮相。
这次活动在大运河森林公园柳
荫码头举行。停泊在岸边的大型游
船甲板，
就是
“运河礼物”
展示的主场
地。礼物背后，都是浓浓的城市韵
味。像山东省济宁市展示的是竹笔
筒。这小小的笔筒和历史上
“南竹北
运”密不可分。当时，运河船只停靠
在济宁中转，
货卸下后又装车运往更
北的地方，
很多精明的南方人云集在
济宁的运河边上开起了竹器坊。竹
制品也成了济宁的特色。

扬州推出的运河礼物是精制淮
盐和古法浴盐。苏州推出的是桃花
坞木刻年画，杭州则亮出了“运河杭
州风情”
真丝手卷。自唐代起就是蚕
丝重要产区的湖州，
推出的是洁白的
“辑里湖丝”。另外，嘉兴、沧州和天
津，
亮出的运河礼物分别是南湖红船
模型、
“铁狮子”
玩偶和杨柳青年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杭州文
广集团发起的“爱上大运河”大型跨
省融媒体新闻行动，
还在运河沿线城
市收集了大量的运河人物照片。这
些照片也在活动现场进行了展示，
同
时搭建在码头的“幸福照相馆”还记
录了不少通州居民的幸福笑脸。这
些珍贵照片由活动主办方捐赠给通
州博物馆收藏。

慈云寺塔文物揭秘
“疗伤”过程
本 报 讯（记 者 刘 冕）2004 年 ，
江西省赣州市慈云寺舍利塔内发
现一批珍贵北宋文物。如今，这 60
件文物“疗伤”全过程通过《慈云祥
光 —— 赣 州 慈 云 寺 塔 发 现 北 宋 遗
物》一书揭秘。
该书主编是我国著名纺织考古
学家王亚蓉。她说，文物包含绘画、
书法、泥塑等，为研究中国南朝至北
宋时期宗教、世俗文化以及重新认识
江西赣州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
资料。
2004 年，慈云寺舍利塔内壁暗
龛中发现大批北宋文物。其中有佛
像、经卷等，其材质不一，既有纸质、
木质、泥塑，
也有陶瓷、青铜等。
“出土
时文物堆放杂乱，缺毁严重，这些都
为文物的复原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王亚蓉说，先将残片按材质、颜色等
基本特点进行分类拣选，
之后再将较

大残片所遗存的线条与颜色分布进
行对比，
并完成相近画意的拼对。最
终，
成百上千块的细小残片被一一分
拣出来，
并按照画意逐步拼出成幅的
绘画。
修 复 中 应 用 的 技 术 源 自 1969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承接的国际修复
项目。当年，为了给阿尔巴尼亚修
复国宝级文物“手写圣经金字羊皮
书”和“银字羊皮书”，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联合研发的
一项修复文物的新技术。1972 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
的丝织品文物保护工作中，就运用
了这项技术。
“ 经过历史考验，此项
技术对于修复有机质文物具备安全
性与可靠性。”王亚蓉说，从 2006 到
2012 年，60 件文物终于完成修复，
其中拼贴出了 30 余幅北宋初年绢
本、纸本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