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将于今天正式实施“最严控烟

令”。今起，1000多名市区两级卫生监督

执法人员，将连续3天对党政机关、医院、

学校、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全市重点

单位进行集中督查， 为接下来的集中处

罚周做准备。

国家级控烟条例已征求意见

昨天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距北京最

严控烟令的实施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上

午，国家卫计委、北京市政府等8部门共同

举办世界无烟日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实施宣传活动。据了解，即将实施的北

京控烟令是目前国内最符合公约要求的

地方性法规。而国家级的《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也已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同时，记者昨天上午从北京市卫生

监督所获悉，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将于6

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执法力量开展对重点单位的监督检

查， 为集中行政处罚阶段做好准备。届

时，北京全市一千余名卫生监督员将全

部出动。

拒不改正的，罚款200元

据介绍，未来三天，北京各区县的卫

生监督部门将重点检查辖区内的党政机

关、医疗机构、学校、宾馆、饭店、娱乐场

所。对发现的吸烟个人进行劝导、警告，

对控烟措施不到位的控烟场所做好记

录，并现场告知场所控烟负责人，督促指

导场所制定、完善、落实控烟措施。

在督查过后，北京市将进入集中处罚

阶段。 北京市将在6至8月进行3个月的集

中行政处罚，其中将在每个月确定一周为

全市集中行政处罚周。

据介绍，执法部门将采用突击检查、

集中巡查、 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检查等方

式。北京市、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每月

要向社会公示控烟监督执法情况。

根据条例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违反控烟条例，处2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

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的， 可以处50元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

（法制晚报）

“都是一样的人，

不用忌讳”

20多名会员围坐在一起，畅谈自

己的情感经历

他

们

近期，陕西洛川一精神病人暴

打男童；深圳一名精神病人致一人

死亡……媒体相继报道多起精神

病人伤人事件。精神病人缺乏有效

家庭监护，而精神病人的数量远多

于当地医院的救治能力，这看似成

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6年前，在深圳、杭州、长沙，

先后出现了全国第一批精神病人

康复会所， 这些会所位于社区，精

神病人可自由进出，既能监控他们

的病情， 又有助于他们融入社会。

近两年，全国多个城市也正在引进

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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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一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之路

成都商报记者探访中国精神病患者的新型家园———社区康复会所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近日，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暴

雨天气，长江中游到江南西部、松花

江流域汛情较重， 在雨势最为猛烈

的广东，很多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

目前， 全球多国已经发出厄尔

尼诺事件的预警。有分析甚至认为，

这轮厄尔尼诺是“史上最强的厄尔

尼诺”。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张家团称：“从1951年到2013

年， 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了13次

厄尔尼诺现象，13次的厄尔尼诺现

象中有10次跟我们江淮和长江中下

游发生的区域性洪水有关系。”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副局长程海云说：“从目前到6月上

旬， 长江流域估计还有三次比较明

显的降雨，目前为止，长江所有大型

骨干水库的调度都要在汛前降到汛

限水位。 所谓降到汛限水位就是所

有的这些水库都要把水放掉， 迎接

后边有可能发生的大洪水。”

厄尔尼诺来了， 同时也给我国

长江中下游带来更多的降雨， 防汛

部门要应对大江大河可能发生的灾

情。 目前的防汛工作还有一个相当

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内涝。

长江防总秘书长、 长江委副主

任魏山忠说： 排水管道的建设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在刚刚结束的全国

海绵城市建设培训班上， 住建部明

确， 海绵城市建设要争取把70%左

右的雨水在当地积蓄、渗透，要因地

制宜利用好自然恢复、 人工工程等

办法留住雨水。 要推进区域整体治

理。不仅要划定区域，更要明确区域

内的径流控制要求。借鉴国外做法，

研究实施雨水排放收费制度， 在筹

集资金方式上由政府单一渠道转向

社会多渠道筹资。据估算，海绵城市

建设投资约为每平方公里1亿元－

1.5亿元， 是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

当前，社会资本十分充足，企业热情

很高，应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迎来110周年校庆的复旦大学，

陷入了形象片“抄袭门”。此前，多名

网友质疑该校形象片 《To� My�

Light》 涉嫌抄袭日本东京大学2014

年宣传片《Explorer》。随后，复旦官

方微信、微博等平台上这个标注为测

试版的形象片已被撤下，并在微信平

台上发布复旦2015校庆宣传片。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复

旦已于昨日发文就涉抄袭的视频

《To� My� Light》致歉，复旦大学微

博发文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损

害了学校声誉，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对此真诚致歉。将启动相关调查，追

究责任，严肃处理。”

此外，复旦官方微信5月28日晚

正式发布的2015校庆宣传片（完整

版）则略显低调，只用了一句话介

绍，“复旦大学今日发布2015校庆

宣传片（完整版）。”

校庆宣传片比被删形象片长了

近8分钟，也显得更为传统，沿用了

以往“说话+祝福+表态”模式，介

绍了复旦师资力量等信息。

该片发布次日， 也引来网友质

疑。网友“松子妹妹”指出，此片涉

嫌复制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

《Typisch� TUM》的创意，“复旦新

上传的13分钟宣传片，11分45秒开

始的结尾片段有极为相似创意。”

也有网友并不认为此举涉嫌抄

袭。也有人发现，网上多个视频都尝

试使用在切换不同画面时传递一件

物品的手法。

除两部短片外， 复旦大学110周

年校庆的一个标识也被网友指出，与

早前发布的苹果Touch� ID的图标

“神似”。

（新京报 人民日报微博）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深圳报道

“在医院只能治疗自己的病，还需要一个地方来疏散情绪，这就需要回到社区，走进社会。”

从日间照料中心，逐渐引进美国和中国香港的模式，转为会所。会所的运营经费由当地政府部门买单，全免费，符合条件的

会员每天还能获得二三十元的补助。

蒲公英会所，主要面向有深圳市户籍，在罗湖区居住的精神病人。目前注册会员有

165

人，每天大概有三四十人在会所“上班”。

但据罗湖区慢性病医院统计，该区仅服药人员就有四五百人，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走出家门。

上门走访计划效果：

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走出家门

蒲公英会所， 主要面向有深圳市

户籍，在罗湖区居住的精神病人。目前

注册会员有165人，每天大概有三四十

人在会所“上班”。但据罗湖区慢性病

医院统计， 该区仅服药人员就有四五

百人，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走出家门。

而在南山区惠民服务社， 该区注

册的户籍精神病患者有600多人，也仅

有100多会员登记。

惠民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上

门走访计划。他们对辖区内的精神病人

家庭逐一走访，而多数吃到了闭门羹。

工作人员制定了严密的走访流

程， 比如第一次接触与病人的安全距

离，如何劝说，甚至还配备了报警器。

郭金磊说，多数病人不愿走出家门，

甚至不愿意与工作人员接触。 一位患者

曾经1年都未给工作人员开门，工作人员

总是叫他大哥， 还和他交上了朋友，最

终，这名病人终于走出家门，融入会所。

迈出希望的一步

会员们将到会所称为“上班”

从日间照料中心， 逐渐引进美国

和中国香港的模式，转为会所。会所的

运营经费由当地政府部门买单， 会员

们不仅全免费， 符合条件的会员每天

还能获得二三十元的补助。

会员们将到会所称为“上班”，每

天上午、下午各上3小时班，时间可以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自我调

节。会所内提供绘画、手工艺等教学，

还开了模拟超市，对外营业，会员们轮

流负责收银。

一位护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会员们

的情绪多数都很稳定，有的会员从会所创

办之初就一直在，五六年从未复发过。

医生朱丹华说，病情稳定时，会员

们能和正常人一样完成工作。 他们有

人擅长主持，有人能写文章，还有人为

其他会员全程操办婚礼。

但走向社会，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惠民服务社正计划在多个社区试点，

希望让会员多和社区普通居民接触，

但许多社区仍有顾虑， 谢绝了活动邀

请。最终，他们只选择了3个社区开展。

郭金磊说，深圳还有大部分非户籍

精神病患者正等待类似的服务。

（文中李歌，杨乐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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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餐厅， 李歌的病友们与邻

桌发生言语冲突。 李歌主动上前向邻

桌示好：“我们是残疾人， 和社会接触

少，你们别介意。”

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李歌花了8

年。 她现在是深圳罗湖区蒲公英会所

的会员， 蒲公英会所和南山区惠民综

合服务社，虽然模式有不同之处，但都

是深圳市免费面向精神病人开放的会

所。 这里有上百位和李歌一样患病的

病友，都被称为“会员”。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被精神病’

的，直到8年间第三次住院，我才意识

到，自己真的患病了。”李歌已经可以

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在病情平稳时，

她的表达也并未异于常人。

10年前，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同

事们觉得李歌特别兴奋， 没日没夜地

工作，即使所有人都下班了，她还要待

在办公室。 李歌被家人送到了精神病

院。她异常地愤怒，“我气得够呛，怎么

能把我送到那里面，既绝望又愤怒”。

此后8年时间，李歌3次被父母送入

医院，她不认为自己有病，拒绝服药，并

多次自杀。直到第三次住院，才接受了

这个事实。惠民综合服务社二级心理咨

询师郭金磊说，认可自己有病，这说明

病人已经有了自制力，病情正在好转。

认可患病的两年， 李歌没有以前

快乐了。她说，自己没了自信，也怕又

发病。

每天， 李歌直到中午才起床。她

说，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生活，睡掉半

天，可以排解孤独。李歌说，她并不愿

意一个人在家，她渴望交流，渴望融入

社会。

李歌的苦闷，获得了其他会员的认

可，药物的作用，也让他们身心都受到

了伤害。不少精神病人对药物都非常抗

拒，这也导致了他们病情的不稳定。

5月28日，在蒲公英会所，20多名会

员围坐在一起， 畅谈自己的情感经历。

性格活泼的李歌总是滔滔不绝。 她说，

“我也没觉得老公对我好，就是他把挣

的钱都给我花”。 李歌的这一言论，立

马招来了会员们的唏嘘声。好友杨乐尹

打断了她的话：“这还不叫对你好。”

去年，在社区的推荐下，李歌走进

了蒲公英会所。她感到很开心，她认为

在这里有了组织， 她不用担心随时会

被人发现隐私。李歌说，在医院只能治

疗自己的病， 还需要一个地方来疏散

情绪，这就需要回到社区，走进社会。

越在家里待着，越脱离社会，精神病人

也会变得越危险。

会员杨乐尹也在会所内感到了前

所未有的放松，“都是一样的人， 不用

忌讳”。现在，她每天出门都告诉邻居

要去上班。

会员们公认，“家属对他们真的很

重要”，家属的情绪，对他们病情的影

响非常大。很多家人感到羞耻，在外不

愿与人交流， 回家又把怒气撒在他们

身上，因此对他们的恢复更加不利。

李歌确实是幸运的。 在她第三次

出院后，她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通过1年多的网恋，两人见了面。李歌

很享受这样的恋爱， 她认为自己一直

过得很平凡， 直到她老公的出现。当

然，她也隐瞒了自己患病的事实。

李歌说，虽然自己是精神病患者，

但她也知道，在恋爱时，要把自己最好

的一面表现出来，把不好的藏起来。

结婚后， 老公并没有因李歌的病

情而嫌弃她， 这也增加了李歌对生活

的信心。

然而，围坐在一起的20多个会员，

多数人没有李歌幸运。 他们的年龄多

在25岁到50岁，在他们患病之后，不少

人的配偶选择了离他们而去。

他们多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有人

为了能生小孩，甚至不顾医生的劝说，

不惜冒着病发的危险，停下药物。

杨乐尹则一直不敢把患病的情况

告诉家人，“怕家里人嫌弃我”， 告诉

丈夫是因为实在瞒不过去。

杨乐尹的儿子已经20岁， 杨乐尹

一直告诉儿子自己是“更年期”。杨乐

尹说， 她不想让儿子知道， 妈妈垮掉

了。 而她的儿子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什

么，只是告诉她：“妈妈没事，我有同学

的父母更年期也是这样。”

郭金磊说， 一个家庭出现精神病

人，压力在家属。他们都需要社会来分

担压力。

这些精神病患者， 很大一部分曾

是社会的精英，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公职人员，也有做生意的老板。

蒲公英会所的医生朱丹华， 对会

员们的特长连连称赞。 会所内曾有一

台电脑坏了，专业人员多次也未修好，

一位学计算机的会员，不到10分钟，就

解决了问题。

曾经的社会精英，患病之后，他们

感到了巨大的差距，没有了自信，觉得

不会被社会接纳，不愿出门，社会功能

退化。从而又加重了他们的病情。

让他们难以面对的是， 精神病人

伤人事件， 占据了社会上对精神病人

的议论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对精神病

人有了莫名的恐惧。

郭金磊说，“精神病人肇事， 是极

个别的案例，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社会不应对精神病人有歧视”。

为了反对歧视，曾有会员打着“我

是精神病”的牌子，站在深圳的繁华街

头，以此寻求社会理解。

李歌和她的病友们， 认为自己能

够迈出家门，走进会所，是很幸运的，

“很多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有病，而

不愿走出家门”。

会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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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病人到会员，

她想融入社会

“我们是残疾人，和社会接触少，

你们别介意”

她对儿子说自己是

“更年期”

不敢把情况告诉家人，

“家庭出现精神病人，压力在家属”

患病之后， 感到了巨

大的差距

曾有会员打着“我是精神病”的

牌子，寻求社会理解

北京施行最严控烟令 重点场所严查3天

6至8月连续查处 每月确定一周集中处罚 千余名执法员出动

条例规定，今后北京市所有“带顶、

带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

通工具100%禁烟；幼儿园、中小学校、文

保单位、体育场、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

院等地的室外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个人

在排队等候队伍中不能抽烟； 学校周围

100米内禁止售烟。

中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

吸烟总人数的近30%， 约有7.4亿非吸烟

者遭受二手烟。有调查显示，当前北京成

人吸烟率为23.4%，成人吸烟者约419万，

但不吸烟却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1000多

万人。

（人民网）

为什么是“史上最严”？

复旦就涉抄袭视频致歉

发布新宣传片仍遭质疑

厄尔尼诺或影响长江流域

住建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惠民服务社的会所里，会员们按时“上下班”李歌（化名）期望生命中充满绿色

复旦新宣传视频（上图）部分内

容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

（下图）的对比 据新京报

北京“鸟巢”挂起禁烟标志

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