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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学失眠沉迷网游———其实是“心病”
17 岁的晗晗已因抑郁症休学两

年。 家人想不通，一直乖巧懂事、成绩
优异的孩子，为何会患上抑郁症？

中国科学院近期发布的 《中国国
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
示： 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
右；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
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
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10.9%-12.5%。
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 缺乏爱的滋养
和“以爱为名的伤害”是主要病因。

这些孩子有的厌学失眠、身体出
现种种不适，有的沉迷网络世界逃避
现实，有的甚至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
生命……

一天 50 个专家号都约满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在被抑郁
症等心理问题困扰。 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医师王
哲每天接诊 30 个病人， 其中近一半
是 12 至 18 周岁的患者。 山西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成立了儿童精神心理亚
专科门诊，负责人曹晓华介绍，“一位
专家一天 50 个号，都能约满”。 就诊
的孩子中， 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居
多，问题主要为抑郁和焦虑，其中一
小半达不到疾病的程度，属于心理亚
健康状态， 但有一多半需要吃药，属
于中重度以上抑郁症。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
医师王永柏教授说，青少年抑郁症等
心理问题更多表现的是躯体化症状，
是 “无声的抵抗”，“比如孩子很少笑

了，和同学往来不密切了，不爱上学和
吃饭，注意力、理解力、记忆力下降，这
些都表明孩子的情绪出问题了。 ”

“以爱为名的伤害”更普遍

多数受访专家认为，青少年心理
问题受原生家庭影响较大，每个有心
理问题的孩子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问
题家庭。 而“以爱为名的伤害”则更普
遍。 一些父母在为孩子好的过程中，
强加了自己的意愿，以牺牲孩子的感
受，来完成某件事情。 比如一些孩子
厌学，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学习到底
是为父母还是为自己。

一部分人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变得焦虑，与孩子沟通时也在传导压
力，家长好好坐下来与孩子沟通的时

间在变少，没时间也不懂得把身段放
下来，与孩子平等沟通。 父母不恰当
的养育方式也使得一些孩子承压能
力较低， 一遇到问题便做出极端行
为。

海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
任吴九君说，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条
件丰富，而且父母过度关注孩子的分
数，只要成绩好，生活中的困难都由
父母代办了，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克
服困难的机会，剥夺了他们接受挫折
训练的机会，长大了这种能力就很难
去生成。

“所有的生命价值都围绕着学习”

专家认为，中小学生休息活动时
间得不到保证；一些学校片面强调升

学考试科目，考试、排名过多，导致同
学间非理性竞争； 社会压力普遍较
大，父母焦虑，担心下一代失去进入
精英阶层的机会……儿童青少年的
心理危机，一定程度上正是社会心理
危机的折射与浓缩。

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所
所长方双虎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被看
见，人生的价值在于被需要。 而现在，
学生所有的生命价值都围绕着学习，
学习成绩不好便被打上失败的标签。
这也是一些孩子逃学厌学、游戏成瘾
的症结所在。 “我学习不好，老师都不
瞅我一眼，但我打游戏很好，在里面我
就是英雄，游戏结束还能重来。 ”一名
高一男生这样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课间十分钟 “野”点又何妨
不知何时，课间跳绳、跳房子、踢

毽子、打弹珠等儿童游戏在校园内消
失了，除了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
生跑跳的身影， 不少学校课间 10 分
钟鸦雀无声。

记者调查发现，课间圈养的情况
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校普遍存在。不少
学校以强调纪律为名，想方设法让好
动的小学生安静下来，美其名曰“文
明休息”。

一位家长无奈地说，孩子一整天
都被关在笼子里，感觉像是在坐牢。

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同时对力
量控制能力弱，磕磕碰碰是常事。 默
许孩子课间嬉戏打闹，无疑将大大增

加意外发生的几率。
一方面为防止意外发生，另一方

面营造安全可控的校内环境，学校纷
纷投入大量人力维护校内安全，校内
游乐设施，严禁学生私自玩耍。

海口市英才小学校长谢立可表
示， 对于一所动辄上千人的城市小学
来说， 学生校内安全管理的确是个大
难题，严格限制课间活动范围、活动强
度， 的确可以大大减少意外发生的几
率， 然而，“这违背了少儿身心发展的
规律，长期下来，孩子们挺可怜的”。

将孩子管束住， 让他们安安静静
在教室坐着，意外减少的同时，将会损
失什么？我们将损失课堂效率。让孩子

们课间活跃一点，动静结合，能有效提
高课堂学习效率。 孩子们将失去在游
戏中锻炼身体、结交朋友的机会。不被
鼓励到室外活动、休息，也会导致儿童
视力长时间处于疲劳状态，更易近视。

谢立可认为，学校应将追求“零”
过失率作为目标，但社会和家长对学
校过失率要有一定容忍度，特别是对
于在校园管理规范、校内设施安全到
位的情况下发生的意外。

记者了解到，我国北京、上海、湖
北等多地出台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事故各方
责任进行了严格界定，为校方管理松
了绑。 据《半月谈》

培养孩子受挫 家长要学会放手
孩子上三年级了，承受挫折的能

力较差，也比较脆弱，遇到问题常常会
出现退缩、不愿意尝试的情况，作为家
长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

首先，抗挫力是一种积极品质，
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孩子
从容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育儿的
过程中，家长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学
会放手、懂得放手和敢于放手。

保护孩子是父母的一种本能，
帮助孩子解决成长路上的一切障
碍。 殊不知，会给孩子传递出一种信
息，那就是你认为他不行。 也打击了
孩子的自信心。 因此，家长要懂得放
手，要相信孩子有应对问题的能力。

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应对挫折的

机会，给孩子一些犯错误的机会。 只
有经历了挫折，他们才能在挫折中寻
找到力量，才能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当孩子遭遇挫折时， 我们怎么
做？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挫折，
必要时，要及时介入和引导。

家长还要及时关注和疏导孩子
的沮丧情绪。 了解孩子的困难在哪
里，然后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帮助
他们做到。

此外，父母无条件的爱，能给孩
子最坚定的安全感。 父母要给孩子
有合理的期待。父母对生活的热爱，
会无形中传递给孩子。 用积极乐观
心态面对挫折， 永远对生活怀有希
望。 据《北京青年报》

“口袋书”助推安全教育
为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近日，

国网巢湖市供电公司编印了 《配网
工程安全管理口袋书》，发放到员工
手中，助推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据了解， 为了加强配网工程安
全管理，杜绝人身伤亡事故发生，该
公司安监部编写了 《配网工程安全
管理口袋书》，“口袋书” 设计小巧、

内容丰富，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学习，
立即成为该公司员工随身携带的安
全知识“充电宝”，明显提升了员工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截止目前，
该公司已发放 “口袋书”170 余本，
促进全体员工真学、真懂、真用，营
造了 “全体学习安全、 自主学习安
全”良好学习氛围。 王孝磊

清理非法卫星电视广播接受设施
近日，霍山县漫水河镇多部门联

动，认真组织开展非法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清理整治工作。

该镇成立专项行动领导组，召开
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清
理整顿工作会，采取多种方式，宣传

擅自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的危害。

各村（社区）对非法卫星电视接
收设施开展“地毯式”排查，通过入户
走访劝说等形式动员居民先自行拆
除。 刘璐

停电信息“全知晓”
“请大家仔细看看这条停电信

息。 ”“好，这条可以。 ”这是国网凤阳
县供电公司供服中心配抢班微信群里
对停电信息审核及维护的日常对话。

为确保停电信息“全覆盖”，将优
质服务做细、做实、做深，该公司坚持
做到“五个到位”，即停电信息提前发
布到位、通知客户短信到位、台区微信
群公告到位、停电告示张贴到位、敏感
客户走访到位。 使客户提前收到停电
通知，做好充足准备。 宋敏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为科学规范开展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工作，4 月 14 日，霍山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召开了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工作培训会。

会上 ， 该局具体安排部署了
2021 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 ，
项目监管合作方专家培训了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信息化监管平台使用、
设备安装、设备维保等相关内容。

会议指出，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工作，一是以促进小农户融入农
业产业链为主要目标，培植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主体，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
低成本、高效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二是培育多元化、专业
化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集中
连片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竞
争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可持续利
用；三是科学规范实施农业社会化服
务，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工
作积极性，引导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朱广明

“四到位四确保”为医保基金保驾护航
4 月为全国基金监管集中宣传

月，埇桥区医疗保障局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
力做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
真正把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作为医保
工作的“生命线”，坚决守护好广大参
保群众“治病钱”“救命钱”。

顶层设计到位，确保《条例》广知
晓。 一是坚持党组统揽。 将宣传月活
动作为 “党组工程”， 召开党组会 1
次 ，对《条例》宣传月活动进行专题
研究部署，全面铺开“学宣贯”活动。
制订活动实施方案，建立时间表、任
务单， 召开全区 66 家定点医疗机构
动员部署会，确保全员参学、不落一
人。 二是坚持机关引领。 在全面思想
发动的基础上，坚持机关先行、以上
率下，常态化开展《条例》、医保政策
学习，坚持以身作则“学”，促使活动
在医保系统内部蔚然成风。 三是坚

持同频共振。 树立“一盘棋”思想，坚
持《条例》学习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
将《条例》深刻内涵贯穿医保基金监
管始终。 四是坚持阵地主导。 充分利
用“埇桥区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客户端，运用动漫宣传短片和
欺诈骗保情景短片等群众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对《条例》全文
进行详细解读；印制了一万份宣传材
料，采取“进社区、进广场、进乡镇、进
乡村”等方式，全力宣传《条例》，对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主要形式予以解读；
同时，辖区 110 家定点医药机构运用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条例》宣传用
语和宣传片，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政策讲解到位， 确保培训全覆
盖。 一是医保系统内部学习。 组织基
金监管行政执法、经办机构全体人员
学习《条例》。二是开展全区定点医药
机构医保政策培训。 对辖区 66 家定

点医疗机构检验科、中医科、影像科、
临床医师 200 余人和 42 家药店 82
人深入讲解， 围绕提高政策理解、学
习宣传《条例》和反馈省 、市飞行检
查、举报投诉、现场检查、日常监审等
各种检查中发现的共性和个性违规
问题，紧扣基金监管工作实际，既有
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规范诊
疗行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
有积极的作用。

驻点督查到位， 确保关口向前
移。 为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规
范医保基金合理使用，推动县域医共
体内定点医疗机构健康发展，构建医
院、医保、患者三方“共赢”的良好局
面，建立县域医共体医保基金监管派
驻监督督导员督导制度。 选派清正
廉洁、作风正派，熟悉医保医疗相关
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医保管理工作
经验丰富的 6 人进驻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埇桥区中医院、宿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 3 家医共体牵头单位，具体
负责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参与医保管
理制度建设、监督指导诊疗服务行为
等内容， 目前，6 名医保督导员已进
驻 3 家医共体牵头单位。

“清零行动”到位，确保监管更高
效。一是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对医保
局组建以来的飞行检查、 现场检查、
举报投诉等现场检查情况和未查处
完结案件再次梳理，建立医疗保障基
金监管“清零行动”工作台账。 二是明
确节点，细化分工。 针对重点时段和重
要节点，紧盯上缴重点环节，制定追缴
计划，责任到人，下发追缴通知单，确保
有序推进。三是约谈通报，狠抓落实。4
月 9日召开专项治理“清零行动”约谈
会， 重点通报 5家医疗机构违规行为
及处罚金额，5 家主要负责人表态会
克服困难，按期足额上缴违规基金，举
一反三，全面自查，确保规范高效使用
医保基金。 四是重点督促，跟踪问效。
安排专人实时跟进医疗机构上缴情
况，实行周汇报制度，及时跟进督促，确
保台账逐一消零，专项治理“清零行动”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 李敏

完成供电设备检修
国网南陵县供电公司对 35 千伏

三里变电站启动为期 4 天的集中检修
及负荷改接工作，治理缺陷隐患，此次
集中检修也是该公司 35 千伏电网春
季检修工作全面展开的缩影。

据了解， 该公司今年春检期间共
安排主设备停电计划 33 项，同比增长
34.7%， 主要包含 35 千伏大浦变主变
年度检修、35 千伏三里变电站集中检
修，以及 35 千伏变电站设备隐患治理
和技改大修等重要任务。 黄栋

近日，国网庐江
县供电公司员工在
石头镇开展 10 千伏
芮岗 104 线夏屯台
区水毁重建工程线
路架设工作。该公司
在为地方产业充电
赋能的同时，不断优
化农网改造设计方
案，充分提升容灾能
力。 黄艳丽

学党史
国网天长供电公司运检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充
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点，用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全心全意为
客户服务，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电力
保障。 陈昌岭 王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