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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心病”不再“潜伏”
本报记者

刘

峣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心理健
康问题日益突出。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
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抑郁
症患病率为 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4.98%。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 提出开展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到 20%和 30%；失眠现
患率、焦虑障碍患病率、抑郁症患病
率上升趋势减缓。

▶在山东省聊城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举办的“家
有考生”职工心理减压服务沙龙上，家长听心理咨询
师讲亲子关系。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心理健康问题呈增长趋势

心理健康认知率偏低

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不足

●国民的心理健康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缺乏对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性、有效性的认识，制约
了人们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和利用。

●我国的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大部分领域
尚未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连续失眠了 1 个月，在北京从事公关工作的代俊 （化名） 走
进了心理诊所的大门。
“加班多、压力大，一到晚上就十分焦虑，睡不着觉。”代
俊说，原本以为只是暂时的失眠，直到睡不着带来的焦虑严重
影响了工作和生活，自己才发觉“心理可能病了”。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表示，我国已进入信息
化、网络化时代，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加快，生理和心理上的压
力大大增加，国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呈现出比单纯的躯体健康
问题更突出的态势。
近年来的心理健康研究也发现，我国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
问题均呈增长趋势。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我国第
一 部 心 理 健 康 蓝 皮 书 《中 国 国 民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7~
2018）》 显示，有 11%—15%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能具有
轻到中度心理问题；2%—3%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差，可能具有中
度到重度的心理问题。
对个人而言，心理健康事关生活幸福。专家表示，心理健
康状况较差的人，其社会功能受损不明显，能进行正常的生
活。因此，轻度的心理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如果不能及时进
行心理辅导，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而对社会来说，逐渐增长的心理疾病患病率会引发更严重
的问题。2011 年，《自然》 杂志发布的心理疾患负担统计数据显
示，心理疾患已经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造成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
傅小兰认为，国民的心理健康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例如科技工作者、公务
员、儿童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等人群的心理健康
状况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只有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充分预测、引导和改善
个体、群体、社会的情感和行为，才能提高国民心理素质，促
进国民心理健康，提升国家凝聚力。”傅小兰说。

害怕跟别人沟通、害怕接电话和参加聚会……被很多网友当做
玩笑和“段子”讨论的“社交恐惧症”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心理病症
——较为严重的“社恐”，其实已经属于焦虑症的一种。
尽管公众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对于心理情
绪问题仍缺少“自知之明”。《健康中国行动》 中指出，我国公众对
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仍比较低，更缺乏防治知识
和主动就医意识，部分患者及家属仍然有病耻感。
“缺乏对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性、有效性的认识，制约了人们对心
理健康服务的需要和利用，亟须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
升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指出，
应当创造条件，让公众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和求助信息，正确认识心
理问题，出现问题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了解知识很重要，但掌握技能更重要。有调查发现，心理健康
知识和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相关，公众掌握很多心理健康知识，
并不代表着心理健康水平就好，反倒是心理健康的技能和心理健康
的水平密切相关。专家表示，在进行心理学的科学知识普及过程
中，既要注重知识的传播，更要注重心理健康技能的传播。
与此同时，作为全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一老一小”群体的心
理健康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专家指出，我国老龄化进
程与城镇化、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老年人面对生活、身体状
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患上慢病、伴侣或老友去世等，很容易滋
生心理问题，却往往不知道或不愿意寻求帮助。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 提出，实施老年人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
计划，为贫困、空巢、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和高龄独居
老年人提供日常关怀和心理支持服务。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如何发现和解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副所长陈雪峰指出，教育系统就青少年心理健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但在家庭层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例如可以尝试通过家长学校或者家校
一体化平台的搭建，
帮助学校和家长共同关爱孩子的心理健康。

虽然民众对心理健康咨询及治疗的需求很大，但我国目前的心理
健康服务还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服务仍不便利。
人才的缺乏，
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
我国心理咨询行业
起步晚，
但发展速度快，
从业人员所受训练不够，
缺乏临床经验，
公众对其
信任度较低。同时，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还不完善，
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社
会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大部分领域尚未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根据 《健康中国行动》 提出的目标，到 2025 年和 2030 年，我国
每 10 万人口精神科执业 （助理） 医师要达到 3.3 名和 4.5 名。即便如
此，这距离每 10 万人 5—10 名医师的国际标准仍有一定差距。
据了解，目前我国心理治疗师的准入门槛比较高。一是至少是
精神或心理学本科毕业；二是需要有 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对精神科
各类疾病特点有所把握；三是需要 100 个学时以上的连续培训，完成
至少 3 个心理治疗案例分析；四是需要具备中级以上专业职称。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 明确，要加大专业人员培养，设立工作
岗位，完善薪酬分配制度等；针对目前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心理健康
服务能力普遍不足的状况，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具有心理行为
问题人员提供规范的诊疗服务。
除了专业人才不足外，由于目前心理治疗收费价格过低，医院
普遍不愿意开展心理治疗服务。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此前曾在采访中表示，在一些心理
咨询机构，心理治疗师每小时收费可达 300 元至 2000 元，但在医
院，医师的收费每次不到 100 元，很多心理治疗师因地位低、不挣
钱、上升空间受限等而离开医院。
不过，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和实施，心理治疗医师有望得到更
多“施展拳脚”的机会。今年，我国在北京等 10 个城市开展促进诊所发
展试点，鼓励在医疗机构执业满 5 年、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的医
师，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诊所。
《健康中国行动》也提出，培育社会化的
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鼓励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创办社会心理服务机构。
通过向社会心理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等方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

304 名医生入选“国之名医”
本报电 （刘 峣、林嘉伟） 第三届国之名医盛
典近日在北京举行，304 名杰出医生代表入选第三
届国之名医系列榜单。
本届国之名医盛典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
网、健康时报联合主办。两院院士、三甲医院院
长、科室主任、专家教授等 510 余人参加盛典。当
日，来自 87 个疾病专科 （含部分专病） 的 304 位医
生代表分别获得特别致敬、卓越建树、优秀风范、
青年新锐荣誉称号。
国之名医盛典在 2017 年、2018 年已举办两届。

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本届榜单实行学术委员推举
制，依照临床水平、患者评价、科研成果等评选标
准，经学术委员会委员推举、管理机构及社会意见
专业征询、主席团审议等环节最终确定。
此外，本届名医盛典还启动了中国结直肠癌患
者生存状况调查 （2019） 项目，将在我国七大地区
抽取 14 个调查点，收集 4000 到 5000 个病例，以全
面了解我国结直肠癌患者治疗、经济负担等生存状
况，为相关部门建言献策，提高结直肠癌等癌症精
准治疗规范。

中国将成医美疗程消费第一大市场

山地挑战

8 月 11 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行的 2019 第 11 届铁木真国际
山地车挑战赛及第 10 届铁木真国际草原马拉松挑战赛落幕。
图为参加长距离比赛的山地车选手在比赛中。
陈晓伟摄 （新华社发）

本报电 （立 风）《新氧 2019 医美行业白皮书》
近日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我国医疗美容市场
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据推算，2019 年中国医美疗
程消费量将成为全球第一。
报告显示，中国医美市场的增长主要源自渗透
率的提升，如新一代消费群体进入、市场下沉等。
其中，中国新一线城市消费用户占比首次超过一线
城市，成为医美市场增长的最大推力。

此外，不同城市医美消费的项目也有所不
同 。《白 皮 书》 报 告 显 示 ， 一 线 城 市 的 医 美 更 多
处理的是压力带来的影响，比如发胖、脱发、初
老等。而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更多围绕“变美”发
力。据报告预测，未来 10 年，中国医美消费将产
生新变化，医学抗衰将成为大众消费群体日常自
我提升的方式，替代掉一部分高端化妆品和生活
美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