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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解“心病”
——关注青少年心理成长（下）

我省将启动道交纠纷

﹃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
平台

开庭理赔鉴定一网搞定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 见习记者霍相
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6月21日，
省卫生健康委在省会联盟社区开展了以

“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为
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省疾控中心、省营养学会等单位的
相关专家通过有奖知识问答、发放科普材
料等形式，向广大居民宣传介绍有关科学
饮食、营养健康等知识。

到底吃什么、怎么吃，才更安全更健
康？“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
的重要特征。”省疾控中心食品营养所副
所长梁勇介绍，人们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
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
果类等食物。平均每天摄入 12 种以上食
物，每周 25 种以上。同时，每天要摄入
250克-400克谷薯类食物。

蔬菜水果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鲜蔬菜水果富含人体必需的维生
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尤其是
深色果蔬营养素更加丰富。大量研究证
据表明，多吃蔬菜水果，可有效降低心脑
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发病的风险，降低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梁勇建议，日
常生活中，应做到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
摄入 300 克-500 克蔬菜，深色蔬菜应占
1/2。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克-
350 克新鲜水果，但果汁不能代替鲜果。
同时，要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经常吃豆

制品，适量吃坚果。
“对于鱼、禽、蛋和瘦肉的摄入，则一

定要适量。”梁勇介绍，每周吃鱼 280 克-
525 克，畜禽肉 280 克-525 克，蛋类 280
克-350 克，平均每天摄入 120 克-200
克，其中要优先选择鱼和禽，因为禽类

（鸡肉、鸭肉）和鱼脂肪含量低。应少吃
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同时，吃鸡蛋
不弃蛋黄，因为蛋黄富含维生素 A、D、
B2 以及锌、卵磷脂等，其营养价值远高
于蛋白。

一定要培养清淡饮食习惯，少吃高盐

和油炸食品。梁勇说，成人每天食盐不超
过6克，每天烹调油25克-30克。要控制
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摄入不超过 50 克，
最好控制在 25 克以下。足量饮水，成年
人每天 7-8 杯（1500 毫升-1700 毫升），
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不喝或少喝饮
料。儿童少年、孕妇、乳母不应饮酒，成人
如饮酒要控制好量，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
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

除了膳食平衡，还要做到动吃平衡，
健康体重。“适当的能量可以保持良好的
健康状况，但如果能量摄入过高、缺少运
动，就会导致超重和肥胖。”梁勇提醒大
家，各年龄段人群都应天天运动、保持健
康体重。一定要坚持日常活动，主动身体
活动最好每天 6000 步，同时要减少久坐
时间，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记者 尹翠莉

一对云南籍青年夫妻驾驶一辆SUV
车载货 34 公斤毒品海洛因，从中缅边境
姐告口岸出发，绕道运到山西省境内，联
系河北籍毒贩和山西籍毒贩进行贩毒。
这不是影视剧剧情，而是石家庄市公安局
成功破获的“5·4”贩毒专案案情。

6 月 20 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对外发
布，在云南、山西、吉林警方的支持下，他
们摧毁一个涉及云、晋、冀、吉四省及境
外 5 个层级的贩运毒品团伙，缴获毒品
海洛因（黄皮）34.47 公斤，收缴毒资 408
万元，贩毒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 11 人已
全部抓捕归案。

据了解，此案是目前我省单案缴获
毒品海洛因数量最大、案值最大的跨国
走私毒品案件。

一条模糊涉毒线索牵出贩毒团伙

2018 年 4 月上旬，石家庄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摸排到一条涉毒线索：保定唐
县籍男子“刘某”有贩卖毒品重大嫌疑。
民警通过前期侦查工作发现，“刘某”是
贩毒人员使用的为躲避警方追查的虚假
身份，真实身份为保定唐县籍男子胡某，
有多次涉毒前科。

围绕胡某开展侦查工作中，民警发
现胡某4月份多次从保定经山西-陕西-
四川到达云南，后经贵州-四川-陕西-
山西返回保定，同行人员多名，且部分人
员有涉毒前科。

凭借多年禁毒侦查工作经验，警方

意识到，胡某背后极有可能牵扯一个组
织非常庞大隐秘的贩毒团伙。民警通过
进一步侦查，证实预判是正确的，胡某是
一个涉及云、晋、冀、吉四省及境外的贩
毒团伙组织策划者。由于此案涉及人员
众多、贩毒网络甚广、涉及毒品数量巨
大，办案民警将该案逐级上报，并组成专
案组，开展专案侦查。

辗转数千里掌握贩毒团伙全网络

警方发现，贩毒团伙内部组织纪律
十分严格，胡某负责手下的衣食住行，手
下对他绝对服从。

胡某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意识，他
与手下每次去一个地方都要做一系列

“甩哨”动作，人不离车，车不熄火，时刻
观察周围情况。他们以倒卖二手车作掩
护，胡某及重要团伙成员名下经常有七
八辆豪车进行改装倒卖，在胡某认为安

全的情况下，他将毒品藏匿于改装车内
迅速卖给买家。

警方调查得知，胡某资产殷实，胡某
及其妻子、情人仅在唐县就有房产 5 处、
公司 3 处。胡某每天起居地点不定，时
常更换住处与公司防盗门门锁，并在住
处与公司安装了 360 度实时监控系统。
根据胡某一系列反常规行为，专案组更
加确定胡某的贩毒嫌疑。

针对胡某贩毒团伙特点，专案组决
定在不惊动贩毒团伙的前提下进行侦
查，全面掌握贩毒团伙人员结构、涉案车
辆、公司住宅等。专案组民警多次秘密
追踪胡某等团伙成员，前往吉林、山西、
云南等地，辗转几千里，掌握犯罪嫌疑人
的活动情况、人员交往情况。

随着进一步侦查，犯罪团伙人员的
网络日渐清晰。该团伙是一个涉及云、
晋、冀、吉四省及境外 5 个层级的贩毒网

络，贩毒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分别是：组
织策划者胡某（河北保定人）、境外供毒
者韩某（云南临沧人）、毒品出资者宋某

（山西忻州人）、吉林省贩毒者田某夫妇
（吉林长春人）。

贩毒分子多次上演“狼来了”

警方介绍，胡某生性多疑，对自己身
边的人都不信任，时常通过社会关系打
听公安动向，为消除疑虑，多次组织手下

“马仔”上演贩毒假象试探公安反应。
尽管如此，所有参战民警时刻保持

战斗状态，无论贩毒团伙贩毒活动虚实，
一次都不放过。

专案组民警经过侦查发现，2018 年
11 月 21 日胡某带领手下张某秘密驾车
前往云南，与境外贩毒人员商议购买毒
品海洛因。同时，专案组得知贩毒团伙
近期有一笔大宗毒品交易。

同年 12 月 17 日，胡某伙同手下“马
仔”前往山西境内。专案组民警分成 5
个工作小组沿路追踪，同时在山西境内
对犯罪嫌疑人宋某所有窝点进行布控，
在所有进山西境内高速枢纽、高速服务
区、国道、省道等交通要道进行警力布
控，时刻观察可疑车辆。

经昼夜蹲守，贩毒团伙几经改变毒
品交易地点后，在犯罪嫌疑人宋某老家，
云南籍贩毒嫌疑人与宋某进行毒品交易
时，专案组民警一举将云南籍贩毒嫌疑
人杨某、周某夫妇、宋某抓获，当场缴获
毒品海洛因 70 余块。同时，专案组民警
在荣乌高速灵丘收费站将准备送毒资犯
罪嫌疑人胡某、李某抓获，现场缴获毒资
两个行李箱。

为确保打掉整个贩毒团伙，专案组
民警继续奋战，在唐县抓获贩毒嫌疑人
赵某、李某、韩某、张某，在吉林警方的配
合下抓获长春籍贩毒嫌疑人田某夫妇。
至此，历经 8 个月的奋战，“5·4”专案画
上了句号。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从秦皇岛市公安局日前召开的专
题会议上获悉，从本月起到今年年底，该市将组织开展打击

“黑加油站”“黑加油车”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非正规加油站点号称油价比正规加油站每升便宜两

三元钱，加满一次能比正规加油站省一百元钱，听上去很美
好，可这种站点的油危害非常大。”秦皇岛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民警解释，“黑加油站”的油品来源不明，不达标、以次充
好，甚至直接贩卖劣质油。“黑油”用多了，车辆的油泵滤网、
汽油滤清器、喷油嘴等部件容易被杂质堵塞，造成供油不
畅、发动机功能下降。此外，杂质还会通过滤清装置，在进
气门、进气道、汽缸内淤积，天长日久形成坚硬的积炭，影响
发动机工作，严重的会造成发动机损坏。再者，含有杂质的
汽油不能充分燃烧，直接造成排气不畅，尾气不合格，发动
机工作不稳定，加速无力，表面看油价便宜，实际上油耗增
加了，而且给车辆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除了油品质量和偷逃税款等问题，“黑加油站”的存在，
最急迫的风险就是安全问题。

据介绍，部分“黑加油站”位于乡村和集市等人员密集
区，并对周边环境是否会出现火源欠考量，一旦发生火灾所
造成的损失极大。其从业人员多是无证上岗，没有经过任
何专业安全培训，平常不懂防范，发生火灾等危险情况更不
知如何应对。

“有的使用报废油罐，这种油罐强度往往达不到要求，
且经过多年腐蚀，易引发油气泄漏，不但会对环境造成危
害，更是火灾、爆炸的潜在导火索。”民警表示，“黑加油站”
一般没有防静电设施等必备的安全设施，极易因雷击或静
电火花等情况引发火灾和爆炸。

为消除油品安全隐患，秦皇岛市公安机关对非正规加
油站点进行全面摸排、整治。今年以来，该市共查获违规销
售散装汽柴油黑窝点 16 个，查扣加油车辆 4 台、油罐 5 个、
加油机 4 个，抓获违规销售散装汽柴油违法人员 15 名，全
部治安拘留；破获非法运输液化石油气案件5起，抓获违法
人员5名。

秦皇岛警方提醒，加油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加油站，一旦
发现类似流动加油点，及时拨打110报警。

本 报 讯（见 习 记 者 霍 相
博 记者张淑会）6月21日，省
法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
北监管局联合召开会议，在全
省全面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改革工作。

开展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
处理改革工作，是完善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推进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道交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
是指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人民
法院、公安交警、司法行政、人
力社保、保险行业、鉴定机构、
保险公司等多部门联动，高效
处 理 道 交 案 件 ，实 现 快 处 快
赔。通过该平台，当事人可实
现案件预判、提起公诉、在线缴
费、应诉、举证/质证、庭前调
解、在线开庭、电子送达、一键
理赔、鉴定等，且所有这些功能
都可以在线上操作，案件处理
流程公开透明，确保公平公正。

据介绍，四部门将于近日
联合出台《关于联动推进全省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工
作的意见》。各市、雄安新区中
级人民法院将统一制定本辖区
平台上线工作计划及实施方
案，其辖区内 60%的基层人民
法院今年 7 月底前启动道交纠
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
台，8月底前达到100%。

各基层人民法院将根据本
地实际，积极借鉴试点法院既
有经验，设置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工作场所，保
障人民调解员、保险机构派驻人员、审判人员固定办
公场所、办公设施。同时，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保
险监督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的协调沟通，
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积极
发展专职调解队伍，争取每个基层人民法院配备3-
5名专职调解员。

据介绍，2018 年，我省开展了道交纠纷网上一
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有44个基层人民法
院上线试运行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
台，通过网上平台调解道交纠纷案件 2403 件，调解
成功 1954 件，涉及理赔金额 4390.39 万元，调解成
功率约为81.3%。

吃什么、怎么吃，才更安全更健康？专家建议

要做到食物多样谷物为主

□见习记者 霍相博 记者 张淑会

“咚咚咚”，省会某高中高

二学生陈星轻轻敲开了学校心

理活动室的门，心理辅导老师

司建峰笑着迎他坐到自己旁

边，两人“随意”地聊了起来。

“2018 年，陈星被确诊患

中度抑郁症。前不久在医院

的建议下重返学校，由学校心

理辅导老师监督定期服药，并

进行心理辅导。”司建峰说，现

在，陈星已停止了服药，学习

生活基本上也恢复了平静，但

他有空闲了仍会到心理活动

室来聊天。

如何治好像陈星这样的青

少年“心病”，让他们走出心理

“阴霾”？

“当前，青少年面临的心理问题有情绪
问题、行为问题、应对方式问题和主观幸福
感缺失等，严重者还会产生心理疾病。问
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依靠家
庭、学校、医院或个人单方面的努力，都无
法解决好。”司建峰告诉记者，要让孩子们
心灵充满阳光，家庭、学校、医院等社会各
方都有责任，要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形成
解决问题的合力。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有
了心理问题，有的家长认为孩子是“装的”，
既不带孩子看心理医生，也不和学校老师
沟通交流。有的家长认为这对孩子不是什
么好事，怕说出去孩子会受到歧视，影响以
后的成长，即使找了医生也不让学校和老
师知道。有的学校和老师则觉得这样的
孩子管起来太费事，加之教学压力又大，
就干脆让家长把孩子领回家或送医院治
疗。有的家长则是有病乱投医，到处找人
咨询、看病，却不愿接受正规治疗⋯⋯

“这对孩子心理健康的恢复以及今后

的成长，都非常不利。”司建峰说，尤其是
对那些心理问题较严重孩子的转介咨询
带来了很大麻烦，严重影响了孩子接受更
及时有效的治疗。

为预防和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近年
来，国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
设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加强、规
范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据了解，目前，我省很多学校都建设
了专门的心理活动室，配备了专职或兼职
的心理老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
疏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学校没
有把心理健康教育、挫折教育放在与知识
教育同等的地位，没有调整学校的课程体
系，把挫折教育和心理疏导作为常规的教
育项目等。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家庭，其品质、
性格、健康的心理状态都与其家庭环境密
切相关。因此，在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的同时，一定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家
庭教育，面向家长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对家长进行较为系统的儿童心理发展
学知识的培训学习，同时还应广泛开展亲
子活动，提高家长的认识和能力，引导家
长主动加强与孩子的心灵沟通。

要让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得到及时
正确救治，司建峰建议，应建立良好的患
者转介机制。就抑郁症而言，其表现多
样，需要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心理咨询
师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形成
协作模式，做好患者转介，提高诊疗效
率。如有些孩子处于疾病前期，并不想去
医院问诊，学校、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可
以提供时间相对充足的心理疏导服务，做
好疾病前的早期干预。若情况严重，就转
给医疗机构，等情况好转，需要心理疏导
时，医疗机构再转介给咨询机构。

此外，还应积极促进学校和心理专业
医院、心理专业机构等沟通对接，建立健
全制度化通道，在青少年出现严重心理疾
患需要转诊和专业治疗时，能在第一时间
进行科学干预，使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后
续治疗不断规范化。

青少年心理问题，如果不早发现早治
疗，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不仅影响自我
意识和人格的形成，还影响学习和人际交
往，严重的会造成自残。有些心理疾病如
果得不到很好治疗，还将影响到成年，造
成劳动能力低下，甚至丧失劳动力。

晓静是省会某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平
时性格乖巧，学习成绩也不错。因此，她
的父母对晓静寄予了厚望，平时关注和交
流最多的是学习成绩，很少注意晓静的情
绪变化。

直到有一天，晓静因“失恋”服用大量
安眠药试图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后，她的
父母才知道晓静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几
个月来，晓静因与男朋友“分手”，饱受心
理折磨。

据介绍，心理疾病和其他疾病一样，
都有一个从浅到深、从轻到重的发生发展
过程，大概分为“心理困扰”“心理问题”和

“神经症”三个阶段。
“抑郁、自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

一个心理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
出现一些异常行为。”石家庄市第八医院
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素水说，从“分手”到

“自杀”，她的父母并没有发现孩子的异常
变化，或者说是对孩子的变化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如果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晓静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

有研究显示，至少一半的成人精神心
理障碍患者，第一次发作都在 14 岁之
前。李素水介绍，由于社会、学校、家长常
常忽视或不懂得识别等原因，不少孩子是
有了明显症状后才被发现，但此时已经变
得难以诊治。

如何及时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副
主任李幼东提醒大家，平时要留意孩子
的日常生活表现，包括饮食、睡眠、学习
等。当孩子出现以下现象时，就有可能
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平时表现勤快的
孩子变得懒散起来；长时间的情绪低落，
大脑反应迟钝；突然出现贪食或厌食现

象 ；学 习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成 绩 严 重 下
降等。

此外，青少年如有心情不好、不高兴
的现象，家长应认真对待。“这时家长最应
该做的是耐心倾听、答疑解惑，切忌乱猜
测、乱指责。”李素水解释，通过合理的沟
通方式，设身处地地解答孩子的疑惑，可
以及早消除不良情绪。相反，糟糕的言语
交流只会激化矛盾，让孩子的情绪跌入低
谷，让情绪问题转化为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家长要重视孩子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问
题，多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家长
对孩子日常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是治
疗青少年心病的一剂良药。”李幼东特别
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一定要帮助孩
子树立一个正确、理性、阳光的生活态度，
这就相当于帮孩子脆弱的内心建立了一
个“保护装置”。

当然，对学校和家庭来说，还要把心
理辅导渗透到日常教学、生活中，通过心
理辅导来抚平孩子们不安的情绪，呵护孩
子们脆弱敏感的心灵，从而保护他们健康
成长。

治“心病”需家庭学校等形成合力

青少年患“心病”要早发现早治疗

秦 皇 岛 开 展 打 击“黑 加 油 站”

“黑加油车”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发现非正规加油站点
可报警

警方揭秘我省首起万克海洛因大案

辗转千里打掉跨国贩毒团伙

6 月 20 日，
石家庄市公安局
公布“5·4”贩毒
专案细节，图为
警方在案发现场
查获的毒品。

石家庄市公
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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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资料图

为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近日，威县市场监管局以
农村小超市、农村聚餐点及农家乐、偏远地区小药店小诊
所为重点，开展农村食品药品专项整治。目前，共检查小
超市、小餐饮、小作坊等 1056 家次，零售药店 40 余家，医
疗机构、诊所 103 家，收缴劣质、过期、“山寨”等问题食品
300 余公斤，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30 余份。图为执法人
员在一家农村超市检查小食品。

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