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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浙大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专科医院联盟科教工作会议 

【我院专家参加2017年美国精神病学年会并有学术展示】

（科教科  供稿）

【我院特聘教授Georg Northoff发表新文】

基层医疗机构从事精神障碍诊疗工作的医师

增加注册精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培训班顺利开班

国家督导组肯定杭州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工作 关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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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7 月 14 日，浙大医学院精

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组

织“ 浙江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专科医院联

盟科教工作会议 ”，专科医院联盟单位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金华市第二医院、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温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嘉兴市康慈医院、舟山市第二人

民医院、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瑞安市

第五人民医院、嘉兴市安定医院（海宁

市第四人民院）、江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嘉善县第三人民医院、诸暨市第五人民

医院、仙居县精神病院、开化县第三医院、

富阳区第三人民医院、建德第四人民医

院、临安市安康医院、桐庐县第三人民

医院等业务副院长及科教科科长等人员

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杭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施剑飞副院长主持。施剑飞副院

长首先介绍了会议主要议题，各联盟单

位围绕本单位目前科研工作中的概况（科

研立项、论文发表、科研人才及科研设

施条件、相关管理政策等）进行了介绍

及沟通；希望下一步依托联盟体系开展

和推动各单位的科研水平及人才队伍培

养工作。

经过一天研讨和交流，目前各联盟

单位间科研管理、科研人才及科研课题

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主要突出表现在

科研管理政策、科研人才引进、科研人

员科研能力训练、科技工作的热情以及

高质量和高等级的科研课题及论文等方

面。

最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施剑飞副

院长、刘健科长、夏泳主任及汪永光博

士整合各联盟单位的讨论沟通情况进行

总结，希望通过本次联盟科教工作研讨

会，增进大家的了解和科教信息沟通，

在梳理大家研讨问题的基础上，依托联

盟体系，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科教管理

政策，开展科研人才专项科研技能培训

和进修指导等措施；逐步建立联盟单位

科技骨干人才间的科研学术交流平台；

营造联盟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通过联

盟微信群、单位公众号等平台中推送科

研人才，做好宣传工作；各单位积极探

索本单位特色学科和科研方向，发掘自

身优势，逐步形成具有本单位鲜明特色

的科研核心竞争力；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作为联盟主体单位，将积极发挥科研

人才和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积极探索

各种形式的科研合作及科技人才培养模

式，共享科研实验设备、科研人才、科

研数据库等方面的资源，积极推动联盟

系统整体科研水平和人才的培养工作。

为加强与国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与

学习，2017 年 5 月，我院施剑飞副院长、

汪永光博士抵达美国圣迭戈，参加 2017

年美国精神病学年会。

在此次 APA 年会中，通过壁报展示

的形式，展示了我院脑功能研究室的研

究成果。Yong-guang Wang, Jian-fei Shi. 

Th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cessing Cost of Using False Belief: An 

ERP Study. 在此项研究中，通过事件相

关电位的方法，证实了错误信念应用加

工中认知加工代价的两个重要机制。个

体在使用他人错误信念的过程中，既需

要 进 行 观 点 转 换（Perspective 

Switching），也 需 要 抑 制 控 制

（Inhibitory Control）。通过这两个关键

的认知控制过程，打破“The Curse of 

Knowledge”的魔咒。

在会议现场，认真学习了其他研究

机构的研究成果，与相关研究人员进行

了有效的沟通和讨论。并与神经电生理

领域的著名华人教授、加州大学欧文分

校的金怡博士就脑功能研究的当前方向

和未来方法论的思考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次出国参加 APA 年会，不仅开拓

了研究视野，而且与国际同行的面对面

坦诚交流，也更清楚了精神病科学研究

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让我们认识到，

一是我院脑功能研究室将社会认知作为

探查精神疾病患者潜在神经机制的认知

窗口，科研方向定位是准确的，国外同

行大多数机构均对此定位高度认同，且

对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给予了高度

评价；二是我院脑功能研究除根据传统

脑定位方法论来探讨认知神经机制，应

充分认识到系统论在脑功能研究中的重

大价值。未来应注重系统论在脑功能研

究领域的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特聘教授 Georg 

Northoff 最 近 与 schizophrenia 

bulletin 上发表了名为“Too Fast or Too 

Slow? Time and Neuronal Variability in 

Bipolar Disorder—A Combined Theoreti-

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的文章，

影响因子 7.7。

本文主要研究了双相障碍患者对时

间感知异常的生理机制。双相障碍病人

存在抑郁状态和躁狂状态两种状态。两

种状态对应的可能由一个基本的变化：

即时间感知能力的变化——在躁狂状态

中，病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抑

郁状态下，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这

种对于时间快慢的感受称为内部时间知

觉。于此同时，他们对于外部时间的感

知呈现出相反的模式。抑郁状态下，病

人会觉得整个世界对自己而言都太快了，

而躁狂状态下，则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太

慢了。也就是对外部的时间知觉变化了。

本研究由 Georg Northoff 教授和意

大利以及台湾等学者合作完成。研究发

现，时间知觉的异常，可能是由这由于

负责内部时间知觉（运动网络）和外部

时间知觉（感觉网络）的平衡被打乱而

引起的。

为加强基层精神卫生专

业队伍建设，根据《国家卫

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精神科

从业医师执业注册有关事项

的 通 知》（国 卫 办 医 函

〔2014〕605 号）精神和《浙

江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

基层医疗机构从事精神障碍

诊疗工作的医师增加注册精

神卫生专业执业范围有关事

项的通知》（浙卫办医政

[2015]6 号）工作要求，市

卫计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8 日开展杭州市第二

轮基础医生增加精神卫生执

业培训。

此次培训班教学任务由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承担，

具体组织工作仍由防治科负

责，并于 2017 年 6 月 1 日

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号

楼 8楼学术报告厅举办启动

会。出席启动会的领导有杭

州市卫计委周侃处长、市七

院陈致宇副院长。杭七院陈

致宇首先致欢迎词，对各区、

县（市）远道而来的医生表

示欢迎，周侃处长对此次培

训提出了具体的学习要求，

希望学员学有所获，学以致

用。

此次理论培训为期 15

天，采用集中培训方式，理

论培训完成后，分组进行病

房实习，理论和实习完成后

统一组织参加浙江省组织的

考试，达到考核要求的学员

将增注精神科执业范围。相

信经过这一批的培训，社区

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将进一步

得到改善，同时也缓解了精

神卫生人才的紧缺。

2017 年 6 月 27 日 -28 日，国家精神卫生综合试点管理督导组在我市开展工作督

导。本次督导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对口检查浙江省宁波

市和杭州市两个试点城市。拱墅区代表我市接受了检查。

在拱墅区，督导组深入基层，参观了上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河街道派

出所、上塘街道心晴工作室和祥符街道阳光庇护中心，就基层单位综合管控、重点

患者收治情况、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康复模式等进行了实地检查。督导组认为杭州

市精神卫生工作注重政策创新、综合协调机制畅通、各部门资源共享互联、社会心

理健康服务丰富，各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同时，督导组建议我市继续加强精神卫

生综合管理工作，在精神康复运行模式、基层精神科医生保障待遇等方面先行先试，

总结提炼好试点经验，为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提供更多的“杭州做法”。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方健国在会上作综合管理工作介绍，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建

华在会上作表态发言，省卫计委、省综治、市综治、市公安、市财政、市人社、市民政、

市残联等多部门负责人参加督导反馈会议。

2015 年起我市被国家卫生计生委列为国家精神卫生综合试点市，三年来，全市

按照国家总体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上下一盘棋，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和措施的

落实，以促进医疗服务规范化、救助帮扶整合化、精神康复多元化、服务队伍多样化、

社会管控综合化为己任，即从管理机制、政策体系、工作队伍等方面转变，构建精

神卫生综合管理体系，实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精细管理、社会心理健康促进两大项目，

推动精神卫生工作落实，打开了试点工作的局面，促进了杭州市精神卫生工作的长

效发展。

精神障碍患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

和爱护。为进一步关爱精神障碍患者，2017 年 5 月 24 日西湖区文新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组织开展免费体检和诊断复

核工作。

在体检工作开展之前，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医师团队周密

组织，制定了一系列个性化精准服务。一是派人逐一上门发放健康体检通

知单，提前告知患者家属全程做好陪同和安全防护工作；二是针对部分行

动不能自理的患者，中心安排医务人员及时与其监护人取得联系，上门入

户为其抽血检查；三是邀请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专家来文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进行诊断复核和义诊。

此次体检共有六十余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检查项目包括内、外科等

一般项目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B超、胸片等辅助检查和血糖、

血脂、血压、体重等指标监测，旨在了解精神障碍患者服药后是否存在药

物副作用，如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是否受到损伤，血常规、血脂等

是否受到影响，以便及时得到治疗。在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详细询问病史，

了解服药情况及目前的治疗效果，对患者的健康咨询细心解答，并做好所

有参加体检患者的资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在义诊过程中，杭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的专家与患者及其监护人进行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病情，有

针对性的进行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康复指导，鼓励患者坚

持康复锻炼，按时服药，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提高患者的自信。整

个过程积极、融洽。

通过这次活动，为我们进一步掌握辖区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状况、用药

安全、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为提高社区精神障碍

患者的规范管理进一步指明方向。同时也希望全社会一起关爱精神障碍患

者，营造良好氛围，促进他们早日康复，尽早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