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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发病后，家属的心态正确
与否，直接关系着他对病人所采取的行动，
最终影响疾病的转归。若家属心态不当，
作出错误决定，常常会贻误患者的最佳治
疗时机，有些甚至造成预后不佳。常见家
属不正确的心态主要有：

1、遮掩心理 精神病人家属不愿意周
围的人知道家里有这样的病人可以理解，
但要正确对待。尤其是一些文化层次较高
的家属，担心患者日后戴上“精神病”的帽
子在社会上难以立足，所以常偷偷将患者
送到医院治疗。在邻居、同事和朋友面前
谎称患者是走亲戚、外出等。持这种心态
的家属，往往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患者病情
稍有好转就立即将病人接回家，回家后对
患者的角色难以认同，仍按以往生活习惯

对待患者，结果病人很难很好地配合治疗，
常导致病情反复。

2、治愈心切 不少家属都要求在短
时间内治愈精神疾病，但精神病的发生、发
展有其自然规律。当处在急性发作期时，
即使及时接受治疗，控制病情仍需要一段
时间。此外，考虑到患者对药物的承受性、
药物可能出现的副反应以及起效时间等因
素，用药的原则通常都是从中低剂量到高
剂量逐渐增加。因此，有的患者病情控制
较慢或治疗早期病情出现反复是正常的。
有的家属对此不理解，求愈心切，对医生多
加指责，对治疗进行干预，或者中断治疗，
这样就会影响治疗效果。

3、自责心理 有些家属感觉自己没
能很好地照顾患者，致使其患上精神病。

这类家属很容易对患者产生百依百顺的心
理而过分迁就患者，认为医院生活艰苦，或
误为药吃了有副作用等而将患者接回家。
这样做对患者有百害而无一利。

4、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的家属确实
想患者接受正规治疗，但家庭经济困难，无
力支付医疗费用，迫不得已而终止治疗。
对这类家属应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病治好了钱可以挣回来；若半途而废，患者
将永远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最终成为社
会及家庭的永久负担。 （王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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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上明确提出，“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刚发布，市政府“健康咸宁”工程
便有序推进。据悉，我市医疗卫
生系统将逐步转变以“疾病”为
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全面开展
针对居民的健康管理服务，有效
控制慢性病的发生与发展，提高
居民的健康水平。

健康管理师人才需求巨大，
呈现短缺状态，高级健康讲师人
才更是屈指可数，仍是稀缺资
源。

为此，咸宁市卫计委、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将联合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将于11月份在
我市分别举办本市第四期“健康
管理技能培训班”和首期“高级
健康讲师班”。届时，健康管理
事业的医护人员和社会人员均
可报名学习，不仅可以聆听同济
专家健康管理技能的精彩课程，
参加国家健康管理师的资格认

证，还有机会与同济高级健康讲
师特训班的导师们学习授课技
能，走上讲台，实现华丽蜕变。

坚持绿色发展，缔造美好未
来。

当前影响人民健康的疾病
不再是以传染性疾病为主，而是
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
性肿瘤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为主。慢病发病率高、隐
匿性强、健康损害大以及并呈现
年轻化趋势，其诱发因素较为复
杂，但主要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与
行为习惯。只要建立良好的生
活方式与习惯，通过科学的管
理，慢性病完全可以预防和控
制。

健康管理师是新兴职业，其
主要工作职责是通过对健康状
况的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
维护和健康促进等手段，帮助人
们及时发现健康的风险，并采取
有力的措施消除这些风险，从而
促进与维护好自身的健康水平。

健康讲师则是专门从事健

康宣教、传播科学的健康管理理
念、普及健康知识并促进健康行
为的专业工作者。

咸宁医疗健康服务领域从
业者应藉本次培训契机，以健康
为中心，推进健康管理服务，促
进和维护我市居民的健康水平。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破除制
约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体制与机
制障碍，深入挖掘咸宁资源优
势，准确定位，推动以健康为主
线，以打造中医养生、健康养老、
温泉疗养、运动保健、生态宜居、
生态农业等产业为重点的大健
康产业发展，实现养老、养生、健
康、旅游产业的完美结合，全力
打造“健康咸宁”。

具体培训情况及报名方式
可咨询：

同济公卫学院健康管理培
训中心

李老师 18071130582
咸宁市疾控中心
钟主任 13797257145

学习健康管理 助力健康咸宁

绿 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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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本报讯 通讯员熊潇、通讯员黄金波报道：10

月20日，嘉鱼县鱼岳镇陆码头村的金色田园大棚
外，各色花朵竞相开放。

“得益于政府帮扶，公司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
新建占地面积220亩的有机果蔬种植示范基地，搭
建设施大棚120个，面积120亩。”

据介绍，该公司拥有黑芭拉多、美国红提等十余
个葡萄品种，采用分批成熟、温棚避雨栽培的现代化
种植模式。设有2000米观光长廊，桃、李、草莓等有
机果蔬点缀其间，并有孔雀、野鸡、红锦腹鸡等珍禽
争相追逐，一年四季果花飘香。

这只是该县建设设施蔬菜示范区的一个典范。
近年来，该县瞄准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目标不动摇，相关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
“全域规划、分步实施、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思路，
整合项目资金，建立了露地蔬菜标准园示范区、设施
蔬菜示范区、优质水产品示范区、优质稻高产创建示
范区、有机水果示范区、观光农业示范区、农副产品
加工示范区。

目前，该县已被命名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正
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孝子山成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新宠”
记者 刘晖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付强 吴翔

雨后的孝子山公园清新明亮，空气中
浸润着丝丝甜味，尽管已是深秋，被雨水
冲洗得发亮的绿色仍然浓郁着人们的双
眼，愉悦着人们的心肺。

散步的，旅游的，跑步的，三三两两，
人们在公园里各自寻找着怡然自得的乐
趣。

“孝子山因为森林覆盖率高，空气好，
环境优美，成为人们休闲游乐的首选之
地。”咸安区林业局资源林政股股长周习
九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地方政府便
启动了孝子山双龙山片区公园建设，备受
市民欢迎。后通过《咸宁市城市规划区山

体水体保护管理办法》，孝子山片区2.6万
亩林地纳入城区重要山体给予重点保
护。孝子山之所以成为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新增片区，与其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无
关系。

孝子山位于咸安区境内，地处市区西
部城郊，紧邻潜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北面，
片区面积 1101.9 公顷，其中林地面积
994.4公顷，占区域面积的90.2%，范围涉
及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温泉办事处、向阳
湖镇、汀泗桥镇的6个村。孝子山森林覆
盖率达85%，森林面积931.40公顷，其中
天然林606.30公顷，人工林325.1公顷。

孝子山生物呈多样化，植被类型属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落叶林植被区。林区主
要为常绿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毛竹
林、人工杉木林等。

区内共有维管束植物155科389属
912种，其中列为国家、省级重点保护树种
10种，国家一级保护树种有水杉、银杏等。

片区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共有18
目23科30余种，包括两栖类、爬行类、鸟
类、兽类等。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小
灵猫、领鸺鹠、灰背隼等3种，省级保护动
物有斑鸠、白鹭、杜鹃、猫头鹰、燕喜鹊、草
兔等32种。

10月14日，新华网记者闵任之一行
来到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沿河村拍摄孝子
山天然林，弘扬和传递环境保护，展现美
丽生态力量。

“孝子山森林面积931.40公顷，天然
林达到606.30公顷，占到了整个森林面
积的65%，这是孝子山的独有魅力。”咸安
区林业局直属林业管理站站长罗建文说。

在咸安民间，对天然林保护的传统可
以追溯到30年前。咸安区人大代表、沿
河村支书罗启海回忆，1986年，沿河村建
村伊始，便有“吃禁管理”制度。这项乡规
民约规定，A村的村民如果偷伐了B村的
树，该村民则要请B村的人吃饭。时光荏

苒，偷砍偷伐的现象逐年减少，村民保护
天然林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2014年9月，咸安区通过了《关于建
立天然林保护示范区的决定》，划定2万
亩天然林保护示范区，从2014年至2024
年10年内，由区财政按每亩每年50元的
标准设立生态补偿资金，补偿总金额约为
1000万元。

“孝子山在沿河村境内有1400多亩
天然林，都归村集体所有。”罗启海介绍，
孝子山天然林被纳入保护示范区后，村里
除配备4个护林员外，还将4个组组长定
为第一责任人，并建立工资与护林职责挂
钩制度——组长每年2600元工资，其中

1500元与护林评比达标与否直接挂钩。
至今，还没有一个组长因此扣过工资。

对年过花甲的护林员魏安全来说，巡
山防火、防止乱砍滥伐是他最重要的职
责。前年，魏安全在巡山时发现有人在
山里偷挖了6棵桂花树，便及时报警，偷
树人员很快被林业公安处治：除每棵树
罚款500元外，还要在原地补栽30棵桂
花树。

天然林的保护还离不开精心的抚
育。沿河村每年对保护区林区抚育两次，
今年，村里还出资添置了5台机械，投入
20多人，历时1个半月才完成了该项工
作。

通过多年建设，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已
成为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秀丽如画的
自然风景，古老神奇的人文景观，独具特
色的天然温泉，源远流长的桂竹文化，吸
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度假，越来
越多的市民入园健身、休闲，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前来投资、兴业。据统计，公园
2010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2015年
入园游客超过105万人次。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公园
当初面积规模有限，特别是城市化步伐明
显加快，现有接待能力不能满足日趋增长
的需求，森林风景资源承载能力明显不
足。新增孝子山片区后，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面积将由目前的206.47公顷扩大到

1308.37公顷，面积将扩大5倍。
“ 除了扩大城郊型森林公园保护面

积外，新增孝子山片区还将丰富公园景观
的多样性、增加特色水文资源。”市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说，

孝子山片区景观资源丰富，不仅有
生物景观资源，还有水文、地文、天象、
人文景观。除了常见的常绿阔叶混交
林、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植物
群落外，还有大量的落叶阔叶纯林、常
绿针叶纯林等；孝子山片区水资源众
多，除了长江支流淦河水域外，还有人
工湿地、水库水潭十多个，水域面积达
63.3公顷。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经过20年的发

展，形成了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森林风景
资源的体系，成为咸宁成功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第一批森
林养生试点基地的重要载体。”市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说，今年7月，国家林业局森
林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园管理办公室批准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为
全国第一批森林养生基地试点单位。新
增孝子山片区，也将为开展森林养生试点
提供基地。

孝子山缘何成“新宠”
孝子山紧邻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西北面，片区面积1101.9公顷，
其中林地面积994.4公顷，占区域
面积的90.2%，森林面积931.40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85%。

热点聚焦

公园面积将扩大5倍

天然林保护独树一帜

沿河村孝子山脉天然林航拍

咸嘉临港新城

组织收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本报讯 通讯员章凤香报道：连日来，咸嘉临港

新城全体党员干部4次集中专题学习讨论了《永远
在路上》电视专题片。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专题片反映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
治党提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正风肃纪，锲
而不舍纠“四风”，赢得党心民心;不忘初心，才能继
续前进。对共产党人来说，要永葆奋斗精神和赤子
之心，就必须传承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朴
素的优良作风。

咸嘉临港新城工委和纪工委在专题学习讨论会
上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永远在路上》的
重要意义，一定要加强学习，吸取典型案例的深刻教
训，扎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管好自己和身边
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顶得住歪风，经得住诱惑，
守得住底线，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对党负责，对家人负责。

咸嘉临港新城进行时
孝子山森林面积 931.40 公

顷，天然林达到606.30公顷，占到
了整个森林面积的65%。

2014年9月，咸安区划定2万
亩天然林保护示范区。孝子山天
然林保护更加规范有序。

新增孝子山片区后，潜山国家
森 林 公 园 的 面 积 将 由 目 前 的
206.47 公顷扩大到 1308.37 公顷，
面积将扩大 5 倍。孝子山片区还
将丰富公园景观的多样性、增加特
色水文资源。

今年9月，市林业局向国家林业
局提交申请，扩大潜山国家森林公园
经营范围，新增孝子山片区，按照
AAAA级景区标准打造潜山国家森
林公园，届时，潜山国家森林公园面
积将扩大五倍。目前，该项工作已经
进入行政审批阶段。

孝子山为何会成为潜山国家森
林公园的“新宠”，她的独特魅力在哪
里？她又将如何给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增色？10月27日，记者进行了探
访。

今年新增45个村

我市“省绿色示范乡村”达108个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赵海波、李武报

道：10月25日，从市林业局传来好消息，我市4个乡
镇、45个村获2016年“湖北省森林城镇”和“湖北省
绿色示范乡村”称号。

10月12日，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公布了最
新的“湖北省森林城镇”和“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名
单，全省46个乡镇、1316个村入围。其中我市咸安
区汀泗桥镇、嘉鱼县官桥镇、通城县石南镇、通山县
通羊镇等4个乡镇，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嘉鱼县
陆溪镇虎山村等45个村获此殊荣。

近年来，我市各级林业部门加快推进绿满荆楚
行动，将创建森林城镇、建设绿色示范乡村作为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快
推进森林城镇和绿色示范乡村建设；积极指导各地
编制森林城镇创建规划，采取见缝插绿、见空增绿、
建设镇村片林等方式，实施中心镇区绿化、通村道
路绿化、房前屋后植树、林业基地建设等造林绿化
工程。

全市涌现出一批“房前有果、屋后有林、四季有
景”的特色森林城镇和绿色示范乡村，城乡人居环境
得到显著改善。目前，我市已有5个乡镇、108个村成
功创建“湖北省森林城镇”和“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