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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
大致分为四大类型

此型较少见，国内统计资料中约占 1%~
4% ，发病于青少年时期，诱因不明显，又因起病

缓慢，持续性日渐加重，最终往往导致精神衰退。
其主要临床表现是意志活动减退和情感淡漠，思
维显得贫乏，对任何事物不感兴趣，无任何要求，
封闭在一个孤独的小天地内，与外界完全隔离。

单纯型：

多在青壮年发病，起病较急，亦有呈急性起病
者。病程呈发作性。临床主要症状为运动性障
碍。表现为紧张型木僵和紧张型兴奋，前者为运
动性抑制，后者为运动性兴奋，两者可单独或交替
出现，但以前者为多见。可自行缓解，预后较好，
对治疗效果反应良好。

紧张型：

发病多在青春期，呈急性或亚急性起病，也有
部分病人发病年龄较晚。主要临床表现是情感倒
错，情绪不稳，哭笑或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令人难
以捉摸。思维障碍最为突出，有典型的破裂性思
维，其表现是言语增多而零乱，语句破裂缺乏中心
内容。有片断的妄想，常不固定，变化多端，内容
荒谬离奇。

青春型：

此型是四型中最为常见类型。国内统计此型
患者在住院及有的普查材料中，均占精神分裂症
半数以上。发病年龄较晚多在青壮年或中年，起
病缓慢，亦有急性起病或亚急性起病者。临床表
现为多疑敏感，逐渐形成妄想。

妄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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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心理咨询
与治疗中心简介

海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成立于2001年6
月，隶属于海南省安宁医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与
治疗机构。团队由有副高职位 2 名、中级职称 4
名，研究生4名、心理咨询师2名组成。该中心运
用各种心理治疗方法，如：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
疗、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系统脱
敏治疗、家庭治疗及具有东方色彩的森田疗法来
解决来询者的心理问题。开展各种心理测试，根
据心理测试的结果对来询者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治
疗。心理中心拥有省内较先进的各种设备，如脑
电生物反馈治疗仪、放松训练治疗仪及睡眠监测
仪等。

心理咨询与治疗适应症：抑郁症、焦虑症、强
迫症、恐惧症、失眠症、人际交往障碍、人格障碍、
性心理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精神分
裂症康复期、常见的心身疾病（冠心病、原发性高
血压、糖尿病、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等）及青少
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障碍。

海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成立以来，通过
各种渠道为广大群众宣传心理卫生知识，本着“尊
重、理解、真诚、保密”的原则为有心理疾患的人群
解除心灵痛苦，促进心理健康、个人成长。

海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罗海东，是
海南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海南省精神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15年，
曾多次到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培训。2000年5月
至12月在苏州广济医院进修心身医学，擅长运用
各种心理咨询方法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
失眠症及常见的心身疾病。

常见的精神疾病有哪些？该如
何预防？据海南省安宁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狂躁
症等，这些精神疾病的预防各有不
同的方法。在众多的精神疾病中，
精神分裂症算是一种比较复杂且普
遍的疾病，而且属于治疗难度和危
害性比较大的精神疾病。他建议，
首先，要注意保证良好的睡眠。睡
眠是恢复神经系统功能的重要方
式，也是检验一个人情绪稳定与否
的比较敏感的标志。一般在服用维
持量药物时，睡眠较正常时稍多一
点，如果有原因地出现失眠，要设法
自己解脱，必要时晚上加一点镇静
药物，待失眠好转后再减下来。

其次，适当加强体育锻炼。有
70%以上的精神病患者具有内向、趋
于弱型的个性特征，适当的户外活动
不仅有利于患者的躯体健康，而且能

增强患者与正常人的交往，有助于患
者早日康复。另外，要加以心理疏
导。精神病患者与一般人不同，有着
严重的精神负担。对患者做一些基
本的心理疏导工作，是对每个患者应
进行的一项重要的事情。此外，要注
意患者饮食营养的合理搭配。精神
分裂症患者应减少食用辛辣食物，以
免肝火过旺。精神病患者还要忌烟、
酒和海产品，因为这类产品中含有与
抗精神病药物相作用的物质，与药物
如镇静催眠剂等产生相加作用，可引
起毒副作用。

如何预防抑郁症？海南省安宁
医院专家建议，一是预防抑郁症要
适当作些保护，避免受刺激，受干
扰，如对令你伤感的地方不要去，对
会惹你生气的人敬而远之，以避免
生气；对于不可抗拒的刺激，要提高
承受能力，有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的

人，没有干扰时没事，有干扰时就病
了。二是要设法睡好觉。只要能睡
好觉，就能预防抑郁症。长期失眠
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如有失眠的困
扰，要设法解决。

另外，要做到“三个不”来预防抑
郁症。即：对今天不生气，对昨天不
后悔，对明天不担心。遇到困难时不
要生气，不要急。学会减压不生气，
保持心理平衡。平时善于处理困扰，
遇到压力善于排解，我们无法主宰世
界，但是却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使
自己每天拥有一份好心情。同时，日
常生活中要安排一些娱乐活动预防
抑郁症。此外，要多到户外活动。相
关研究表明，适度的户外运动是预防
抑郁症最有效的。从事室内工作的
人，平时每天要有两小时在室外活
动，双休日最好安排两个下午到户外
活动。

A、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大型义诊周举行

2014年 9月 13日至 14日，海
南省安宁医院在海口市人民公园广
场开展为期两天的2014年“服务百
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周”、“下基
层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促健康 海
南卫生在行动”公共场所大型义诊
活动。

活动由该院派出10名特色专
科专家，3名护士参与。主要进行精
神科、儿童心理康复科、普通内科、
中西医结合和心理障碍的咨询、初
步筛查、诊断和一般治疗，指导群众
合理用药和疾病康复，并提供免费

测血压、健康咨询等服务。同时，发
放健康宣传资料，普及医学常识和
健康知识，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引导
群众科学就医。活动吸引了100多
位群众前来检查和咨询，专家们不
仅专心为每位群众仔细检查、答疑
解惑，而且热情与他们进行交谈、嘘
寒问暖，了解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和意见。

据悉，此类义诊活动将长期坚
持下去。

B、开展全省范围内
巡回大型义诊活动

海南省安宁医院走进澄迈，开
展全省范围内巡回大型义诊活动的

第三站。根据省卫计委统一部署，
省安宁医院巡回义诊医疗队奔赴澄
迈县，进行巡回义诊宣传活动。此
次澄迈行，是省安宁医院 2014 年

“下基层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促健
康 海南卫生在行动”巡回义诊活动
的第三站，由陈文涛副院长带队，
义诊活动主要为缺医少药的老百姓
提供免费咨询检查，诊病送药，发
送精神卫生保健知识、就诊指导资
料；利用现场咨询，展板等多种形
式对老百姓进行精神卫生健康知
识、精神卫生法及相关精神卫生政
策等宣教。

据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义诊为 2014 年巡回义诊第三
站，医院派出特色专科专家，进行

精神科与神经内科常见病、心理
障碍的咨询、初步筛查、诊断和一
般治疗，康复指导，测血压服务，
普及医学常识和心理健康知识，
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引导群众科
学就医等。当天上午，活动吸引
了大量患者和市民，现场一度被
挤得水泄不通，专家们冒着酷热
面对面为大家解疑释惑，提供义
诊咨询服务，免费赠送药物。下
午，义诊队分组下到桥头镇、文儒
镇后坡村等边远地区，在老百姓
家门口为贫困、关锁精神病患者
一对一检查、送医送药。

实际上，“下基层 践行群众路
线 促健康 海南卫生在行动”义诊
活动自今年初就开始了。2014年3

月13日，省安宁医院、万宁市卫生
局、万宁市皮防所在万宁开展了

“下基层 践行群众路线 促健康 海
南卫生在行动”义诊活动，5月8日，
如期奔赴我省偏远贫困地区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进行为期两天的巡
回义诊宣传活动，参加人员为精神
科、内科、心理咨询共6名专家和活
动领导小组部分成员，主要针对精
神疾病、相关的慢性疾病和心理卫
生进行了咨询和一般治疗，并为接
受义诊的精神病人进行危险性评
估、康复指导，为患者家属提供家庭
护理教育，接受义诊及咨询的群众
达396人次，发药约150份，发放健
康宣教材料1200余份。

(马珂、黄胜)

精神卫生既是全球性重大的
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较为突出的社
会问题。20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
行与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全球疾
病负担（GBD）的研究估计，精神障
碍所致的疾病负担占全球疾病负
担的9.7%，已超过艾滋病（5.1%）或
癌症（5.8%）的疾病负担，并将继续
增 加 ，预 计 到 2020 年 将 增 至
25%。世界卫生组织 1998 年疾病
负担研究显示，精神障碍占我国全
部疾病总负担的 14.1%，若加上自
杀则达到 18.3%。当前，精神卫生
问题仍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
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谈及精神疾病，不少人都会认
为抑郁症、自闭症等疾病才算是精
神病，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远。实
际上，精神疾病很常见，就在大家身
边。“精神疾病是普遍存在的，白领、
学生等是精神疾病高发的人群。”海
南省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省安宁
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罗海东说，
由于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群
中普遍存在易怒、头痛、头晕、失眠
和健忘等症状，这些都与精神疾病
有关系，比如年轻的上班族、学生，
出现睡不着，记不住，沮丧，甚至厌
世的症状，实际上，这都是精神疾病
的表现。这些年有这些症状的人越

来越多。
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人们的重视程度却不断下降。临
床心理专家徐超民大夫表示，近几
年，精神疾病的低识别率、高误诊
率和低治疗率，是精神疾病诊疗的
三大障碍。神经内科近 80%的门
诊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
症状，而这些患者中接受药物治疗
的比例仅为10%左右。罗海东说，

“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
症、强迫症，非精神科医生很少在
临床诊疗中识别患者是否患有精
神疾病，还有很多患者不愿意积极
治疗。”

白领、学生是精神疾病高发人群

会睡觉会减压心理平衡
是预防精神疾病的关键

服务百姓精神卫生健康 海南省安宁医院在行动

心理健康 社会和谐
省安宁医院专家建议：重视心理问题，早发现、早治疗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686项目）
紧急住院申请流程

首先，持有海口市、东方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户口的贫困
精神疾病患者，凭疾病证明、户口本到当地的精防机构领取“免费住
院申请表”。

其次，申请人及其家属按要求填写表格，并经村（居）委会、辖区
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各精防机构审核盖章。

最后，携表到海南省安宁医院防治科（门诊7楼）确认登记，即
可享受农合/医保报销后，住院治疗个人部分减免2000元的优惠。

另外，三亚市、白沙县、陵水县的贫困精神病患者，可持户口本、
疾病证明到当地的精防机构（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白沙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陵水县皮肤性病防治中心）提交“686项目”异地住
院申请，即可在省安宁医院享受农合/医保报销后，住院治疗个人部
分减免2000元的优惠。

患者可凭本次住院病历，到海口市/东方市/文昌市/琼海市/儋
州市/陵水县皮肤性病防治中心、白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亚市
慢性病防治中心申请“免费门诊服药治疗”。

残联彩票公益金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
项目——住院治疗

与该院签订住院治疗协议的市县有：海口市四个区、文昌市、琼海
市、定安县、琼中县、洋浦、澄迈县、屯昌县、东方市、万宁市。

持有以上市、县户口的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凭户口本、身份证、
残疾证、疾病证明到当地残联提出申请。

当地残联会开一张“住院通知单”，患者家属携“住院通知单”
到省安宁医院防治科（门诊7楼）确认登记，即可享受农合/医保报
销后，个人部分减免4000元的优惠。

残联彩票公益金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
项目——门诊服药治疗

与该院签订门诊服药治疗协议的市县有：海口市四个区、东方
市、定安县。

首先，持有以上市、县户口的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凭户口本、身
份证、残疾证、疾病证明到各市县残联提出申请。

其次，经审批符合条件的贫困精神病患者，当地残联会开一张
“门诊服药通知单”或“中国残联专项彩票公益金贫困精神病患者医
疗救助卡”（简称“救助卡”或“绿本”），患者家属携“门诊服药通知单”
或“救助卡”到海南省安宁医院护士站（门诊一楼）确认登记，即可享
受免费取药的优惠（免费取药金额各市县有区别，以协议为准）。

贫困精神病患者就诊享受优惠政策申请流程：

(制图/许丽)

省安宁医院在“精神卫生日”期间走进校园
宣传预防精神疾病的知识。

（本版图片由海南省安宁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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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热情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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