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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简   报 

2017 年第五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主办         2017 年 5 月 31 日 

我院党委副书记刘靖主任医师获“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提名奖 

2017 年 5 月 6 日，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我院

党委副书记刘靖主任医师获“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提名奖。 

2016 年 5 月至 12 月，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首都卫生计生系统精

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在首都卫生机构中广泛开展了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

推选宣传活动。经过各单位层层推荐、全行业评选、网上投票、媒体公示等环节，

评委会审议选出了 10 位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20 位第六届“首都十大

健康卫士”提名奖获得者。我院刘靖副书记获提名奖。 

北大六院人将以刘靖医生为榜样，在“以科学精神 体现人文关怀”院训的

指引下，继续努力，不断前行！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附：刘靖主任医师事迹 

刘靖，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自 1987 年 8月开始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工

作，从事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党委副书记、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  

一、医术高超，她用坚守帮助患儿 

刘靖医生是全国儿童精神卫生领域中数百个医师之一，她在这个鲜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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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已经默默奉献了 29年。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幸的精神障碍患儿，她感到

内心强烈的冲击和痛楚，因此，在从医的 29年中，她怀着高度责任感，对医疗

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她为众多的远道而来的患儿加号，从不计较自己的

休息时间；她充满爱心地诊治每一个患儿，几乎每次出诊都会持续到半夜 12点；

她关心每一位患儿的学习和生活，鼓励他们共同努力克服疾病和困难；她指导每

一位患儿的家庭，帮助家庭走出阴霾。她丰富的经验，高超的医术，使她成为我

国儿童精神卫生领域的前沿专家，并深受家长和患儿的尊敬和喜爱。由于其出色

的工作成绩，2014 年，刘靖医生作为第一夫人代表之一参加了由马来西亚政府

主办，多国第一夫人参加的国际孤独症会议，并兼任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

相关学科协会的副主席及我国多个与儿童少年精神心理健康相关的学术团体的

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她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我国及亚洲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发展。 

二、教学相长，她用言行树立标杆 

作为一名教师，刘靖医生言传身教，用她对患儿的感同身受、对工作的一丝

不苟影响着年轻的医师和学生。她遵循医学教育规律，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培养

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她结合临床实践，重视对年轻医师的督导，促进

年轻医师的临床技能的成长；她将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研究生和进

修人员，大胆地让他们参与到临床实际诊断和治疗的全过程中，深得研究生、进

修人员的好评；她积极组织多种教学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各种讲学，促进

了我国儿童少年精神科医师的培养…..她的作为促进了我国儿童少年精神卫生

相关专业对儿童少年精神卫生的重视及专业人员的培养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科学研究，她在精神卫生领域毕生求索 

刘靖医生在完成大量临床、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探索儿童

少年精神障碍的临床规律、诊断治疗和病因机制。她主持多个国家级及北京市科

研项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对多种疾病开展研究。她对孤独症的系统研究促进

了我国孤独症的早期诊断与治疗。除发表文章约 70余篇外，刘靖医师还主编或

副主编多部专业著作，作为编写组组长之一参与卫生部《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

南》编写工作，作为主编之一，主编《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

版）。 

刘靖医师还参与创立我国首个孤独症家长组织—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

会，参与举办多次世界自闭症日相关活动，推进我国孤独症儿童康复事业的发展。 

当刘靖医生第一次站上这个岗位，她就愿意用她的热情和专业，在精神卫生的知

识中毕生求索，为拯救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未来而奉献一生。 

我院陆林院长出席北大医学部第三届“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 

并进行主题发言 

2017 年 5 月 10 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侨联第三届“归国留学人员创新论坛”在

医学部会议中心 206 会议室隆重举行，会议由医学部侨联副主席黄河清主持。我

院陆林院长作为归国留学人员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并进行了主题发言。 

北大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致辞，他首先肯定了侨联举办创新论坛的重要意

义，北京大学医学部高度重视归国留学人员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使归国留

学人员发展有空间。他同时希望广大归国留学人员有爱国强国的理念，共同推动

医学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院陆林院长第一个进行发言，他结合自身经历，以“为什么要回国”、“怎

样做一名优秀的教师、一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一名为病人着想的好医生”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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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生动地为参会人员讲述了自身的归国体会，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大家科普

了睡眠有关的知识。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均表示受益匪浅。在发言的最后，陆院

长为大家赠送了由他主编的《睡眠那些事》科普书，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中国社科院、芬兰国家社会工作大学联盟社工专家来我院参观交流 

2017 年 5 月 10 日下午，芬兰国家社会工作大学联盟前主席、东芬兰大学教

授 Juha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主任赵一红教授、

实习管理主管郑玲老师、赵宗宇老师、研究生彭付雪子，于韦斯屈莱大学社会工

作博士范青云一行 6 人来我院进行参观交流。我院陆林院长、党院办张霞主任、

精神疾病康复中心程嘉主任、精神疾病康复中心于玲老师和王天姿老师、外事办

孙然泊老师等代表我院热情接待了来宾，双方在我院行政楼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

会议由张霞主任主持。 

会议开始前，双方先进行了人员介绍。之后，陆林院长代表我院对中国社科

院各位同道及 Juha 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特别对我

院近年来取得的医、教、研成果进行介绍。精神疾病康复中心程嘉主任介绍了我

院围绕精神疾病康复在患者家属专家培养、社区工作、社工培养、多学科团队建

设等方面开展的工作。Juha 教授认真聆听了陆院长及程嘉主任的介绍，并就芬兰

的社会工作模式和社工教育培养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我院的经验有许多值

得借鉴的地方。此外，在座谈交流环节，我院党院办张霞主任、康复中心于玲老

师等也就精神专科医院开展社会工作的特点和我院的有关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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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ha 教授和赵一红主任等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未来双方可以进

一步就社会工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提

高。 

座谈会后，我院外事办孙然泊老师陪同各位来宾参观了我院各临床科室、工

娱室和康复中心，加深了来宾对我院的认识。         （党院办  何小璐 张霞）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Sobel 博士访问我院 

我院公共卫生事业部是世界卫生组织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以

下简称“合作中心”）。2017 年 4 月 17-21 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精神卫

生与物质滥用部主任 Baifang Xiao Sobel 博士前来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4 月 17 日，Sobel 博士与我院陆林院长、岳伟华副院长等进行了座谈，陆院

长向 Sobel 博士介绍了我院整体工作情况及协助世卫组织开展的工作。4 月 17-18

日，Sobel 博士在公共卫生事业部马弘主任医师等陪同下参观了朝阳区大屯社区，

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牡丹园居住式康复机构、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4 月 19 日，合作中心于欣主任与 Sobel

博士对合作中心未来几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4 月 20-21 日，临床研究室王

华丽主任陪同 Sobel 博士到江西省南昌市进行了痴呆社区管理与服务调研。 

访问结束后，Sobel 博士充分肯定合作中心的工作成绩并寄予厚望，表示世

卫组织将与合作中心共同将中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经验推广到西太平洋地区。  

（公共卫生事业部  赵苗苗 马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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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肖诗鹰副主任一行来我院调研 

2017 年 5 月 2 日上午，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生物中心）肖诗

鹰副主任等一行四人来我院开展调研。  

北大医学部科研处樊建军副处长、我院院长陆林教授、科研主管院长岳伟华

教授、科研处陈冬雪处长、生物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张岱教授、精神药理研究室

主任司天梅教授、临床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王华丽教授、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

学研究室副主任刘肇瑞副研究员等多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了此次调研会。会议由陈

冬雪处长主持。 

首先，陈冬雪处长介绍了参加座谈会的各位代表，并对肖主任一行的到来表

示热烈的欢迎。随后，陆林院长代表医院向生物中心的领导们汇报了我院的整体

情况。接着，岳伟华副院长就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临床中心）的优

势特色、管理经验，临床中心各个研究方向所取得的亮点成果、面临的困难，临

床中心的年报编制及工作建议等方面做了系统的汇报。 

    听过汇报后，生物中心的肖主任向大家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目的，并介绍了对

临床中心年报编制和数据中心建设的计划等。最后，参会人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

的讨论。领导们听取了参会专家们对生物中心作为专业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包括

对生物中心在临床中心管理过程中可发挥的作用的建议，对项目受理、评审和过

程管理的建议等，并对专家们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解答。    （科研处  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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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因公出访办理政策流程培训会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职工因公出访办理流程，强化院内职工流程办理意识，

2017 年 5 月 7 日，我院外事办公室面向全院职工开展了因公出访办理政策流程

培训会。我院陆林院长，姚贵忠副院长、郭延庆副院长、岳伟华副院长以及院内

70 余名职工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会由党委院长办公室张霞主任主持。 

会议伊始，张霞主任介绍了此次培训的背景。随后，陆林院长进行了讲话，

他强调了院内因公出访一定要按照流程办理，专人负责，严格审核，防止违规情

况的出现，避免造成个人损失。希望大家认真学习相关制度，各部门间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共同做好外事审批工作。 

接着，我院外事办公室孙然泊老师进行政策流程培训，她从“因公出国管理

相关政策”、“北京大学批件的办理流程”、“公务普通护照的办理”和“办理因公签

证”4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了因公出访办理的相关政策。 

培训结束后，参会职工就讲解中不清楚的地方进行了提问，孙然泊老师一一

进行了解答。此次培训会取得圆满成功。           （党院办  刘泉伶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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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杨莉副研究员在《Molecular Psychiatry》杂志报告首个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执行抑制缺陷全基因组关联易感基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以下简称“ADHD”）

是最常见的儿童期行为障碍，近年研究显示其症状可能持续至成年期，可能共患

其它多种精神疾病，给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均带来不良影响。执行抑制功能缺

陷是 ADHD 的核心缺陷，它与患者的多动、冲动和注意缺陷问题都有关，因此

揭示抑制功能缺陷的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 ADHD 的病因。 

我院杨莉副研究员与中科院心理所王晶研究员课题组合作，在中国汉族人群

中开展了国际上首个 ADHD 执行抑制功能的全基因组研究。在第一阶段研究中

首先在 7p22.3 发现与色词干扰时间显著关联的位点，该位点在第二阶段样本中

得到验证。随后的调节区分析和表达数量性状位点（eQTL）分析显示该位点影

响 MICALL2 基因在人脑内的表达。MICALL2 交互作用网络中的大多数基因都与

精神障碍相关。 

杨莉副研究员进一步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刘东研究员合作，在新型模式动

物斑马鱼中降低 MICALL2 的同源基因表达诱导出了多动—冲动样行为，该行为

能够被 ADHD 的治疗药物托莫西汀所缓解，从而验证了基因的致病作用，提示

MICALL2 基因敲低的斑马鱼可能作为 ADHD 的疾病模型。 

本研究在国际上报告了首个 ADHD 执行抑制缺陷全基因组关联易感基因，并

证明其与多动冲动行为相关。此前杨莉副研究员曾在 ADHD 的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中发现神经元发育基因网络可能是 ADHD 的致病网络。由于 MICALL2 影响神

经元轴突发育过程，本研究再次强调了神经发育相关基因在 ADHD 病理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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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日前发表于 Nature 出版集团《Molecular Psychiatry》（影响因

子 13.314）杂志。中科院心理所常素华副研究员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建

立在王玉凤教授课题组对 ADHD 的长期研究基础上，并得到了陆林教授的指导。

研究获得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脑

计划等多项基金资助。                                  （儿童室  杨莉） 

 

我院专家赴贵州省参加精神残疾人康复 UFE 模式培训班 

2017 年 4 月 14 日—16 日，为期三天的贵州省精神残疾人康复 UFE 模式培

训班在贵阳市贵定县举行。自 2012 年开始，由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支持、

由我院专家及康复中心团队参与培训的同伴支持服务管理培训班已经分别在北

京、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苏南京、吉林长春、辽宁丹东成功举办了五期，受到广

大患者家属的好评。此次由贵州省精协牵头举办本次培训班，旨在给贵州各地区

传达 UFE 模式的理念。 

2017 年 4 月 14 日上午，首次贵州省精神残疾人康复 UFE 模式开班仪式在贵

定县政府会议室举办。贵州省副省长省残工委主任陈鸣明出席开班仪式并作重要

讲话。我院社会室主任、中国残联副主席黄悦勤教授、UFE 团队，贵州省残联

党组书记，理事长，贵州省精协主席（前中国精协主席）潘健，黔南自治州副州

长，贵定县委副书记、各地区县精协主席等 60 多人出席开班仪式。培训的讲者

包括黄悦勤教授、康复中心团队的耿彤医生以及社工于玲、王天姿，我院 2 名“绿

丝带”志愿者。 

在本次培训中，我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残联副主席

黄悦勤主席介绍了残疾人残疾评定标准和级别内容以及精神残疾在我国的最新

讯息。社工于玲生动而深刻地解读了什么是 UFE，所谓 UFE（User Family Expert, 

UFE），是患者家属专家的意思，即康复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属为其他需要

帮助的患者家属服务，互相陪伴，分享疾病经验和康复心得。此外，耿彤医生主

要就患者和家属关心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现场运用学员提问发言的

方式明确此次交流学习的目的和期待，UFE 理念的讲解使现场讨论的气氛十分

热烈。社工王天姿向大家传授了精神领域沟通技巧和团体活动设计。两名“绿丝

带”志愿者介绍了自己生病、治疗、康复的经历和心得体会，现场听众听得十分

投入，并获得了康复的希望和信心。之后我院康复中心团队讲员就 UFE 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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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伴支持的实践、家庭照料、精神病预防复发的技巧和团体活动设计等方面进

行了介绍，两位绿丝带志愿者也展示了“康复之友互助小组”的互助支持模式，参

与的成员积极讨论并反馈，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培训班圆满结束。贵州省各地的工作人员对此次 UFE 理念和模式的

传播与发展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精准掌握我院精神康复 UFE 模式的精髓和理念，

尽快将学习成果转化成工作成果，为贵州省精神残疾的康复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康复中心  焦艳） 

 

我院开办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临床精神药理学》 

举行开课总结 

2017 年 3 月 22 日，由我院开办的研究生课程《临床精神药理学》开始了第

二年度的授课。 

 临床精神药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蓬勃发展的学科。本课程的开课目的是希

望研究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既能掌握精神药物的作用机理及应用，又能了解精

神药物的最新研究进展。本课程包括 30 学时，内容涵盖了精神科药物的药理学

基本理论、临床常见疾病的治疗指南、常用药物的药理学特性以及对药品说明书

的解读。该课程的开办由我院临床药理研究室牵头，授课的老师包括我院司天梅

教授、张鸿燕主任医师、刘靖主任医师、田成华主任医师、刘琦副主任医师和苏

允爱副研究员。  

选课的学生主要来自我院和北京回龙观医院，另外也有来自公共卫生学院和

药学院的学生。除了选课学员，还有很多规培医生、进修医生参加了课程的学习。

课程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听课的学生达到 80 多人。授课老师利用课间休息和

课后收集学员对课程的反馈。多位学生反映，精神药理学知识的学习非常有必要。

虽然药物是精神科医生的主要武器，但很多医生没有对临床精神药理学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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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他们对精神科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及药物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知识非常

欠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帮助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更加安全、合理

地用药。                                     （临床药理室  陈超 苏允爱） 

 

发挥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特长，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生党支部先锋工程计划“服务先锋”行动 
应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学生党总支邀请，我院研究生支部与口腔医院学生党总

支联合开展精神心理健康调查、科普宣传及现场咨询活动，这是研究生支部“先

锋工程计划”的主要活动之一。本次活动得到了我院党委及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学

生党总支的大力支持。 

2017 年 3 月，研究生支部与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研究生党支部进行接洽，对

整体的活动安排进行了初步商讨。活动策划受到口腔医院学生党总支的高度重视，

并希望将活动推广至口腔医院的所有学生。3 月下旬至 4 月初，我院研究生党支

部副书记陈超老师协助口腔医院学生党总支设计了相关问卷，面向口腔医院全体

同学开展了心理健康筛查。结果发现相当比例的同学存在焦虑和抑郁。学生主要

的困惑（压力）集中在学习方面，包括科研和临床工作的压力、分科和学科考试

的压力等。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经支部书记刘璐老师与口腔医院学生

党总支刘杰老师讨论，为其开辟了北大六院绿色就诊通道，提供专家诊疗服务。 

针对学生较为普遍存在的焦虑、抑郁问题，为了更好地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防患于未然，提高学生对精神心理问题的认知，我院研究生支部与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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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总支进行了多次商讨和确认，于 5 月 8 日面对口腔医院的全体学生举办了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活动特别邀请了我院姜思思主治医师作为讲者。支部书

记刘璐、副书记陈超、组织委员罗翔升、宣传委员邵岩及支部党员李卉、岳鑫鑫、

陈维参加了本次活动，同时，还有幸邀请到了我院周书喆医生及韩楠医生参与了

本次活动。 

5 月 8 日晚，科普宣讲活动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教学楼三层报告厅举行。活

动吸引了 400 多名口腔医院的同学们，大家热情洋溢。活动伊始，北京大学口腔

医院学生党总支书记刘杰老师致欢迎辞，介绍了姜思思主治医师简历。 

姜思思主治医师这次给大家讲的主题为“防郁减压小讲座”。内容包括：什

么样的人更容易抑郁，抑郁症什么样，关于抑郁的三个常见误区，处理情绪三不

要，已经抑郁一定要，缓解压力放大招。讲课中，姜大夫列举了真实的临床案例，

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让大家对抑郁症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印象深刻、耐

人寻味。讲课结束后，现场进行分组，同学们就自己生活、学习中遇到的烦恼和

困惑进行了一对一的咨询。 

此次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的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精神心理健康的宣传，推进精神疾病

的科普工作，助力“健康中国”。同时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学生党总支共同举行

活动，也促进了沟通与合作，为以后各项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口腔医

院学生党总支对此次宣讲活动非常满意，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总体上，

此次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取得了预期效果。        （研究生党支部  邵岩） 

 

我院教育处组织研究生 2017 年春游活动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季节，为使大家在繁忙的

学习、工作之余放松心情，增强集体凝聚力和向心力，我院教育处及研究生党支

部精心组织了研究生游览北海公园的春游活动。活动的带队老师为教育处处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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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老师、副处长唐妮老师，研究生班主任刘璐老师、陈超老师。 

4 月 23 日早晨，在习习微风中，满载师生的大巴从六院出发，一路穿过喧

嚣的城区，逐渐远离水泥大楼，进入鸟语花香的北海公园。集体合影后，大家三

三两两漫步于琼岛景区，时值春暖花开，主景区入眼便是一片绿意盎然，花团锦

簇。亭台楼榭皆临水而建，北海湖水清澈广阔，山岛上林荫匝地，水岸藤萝粉披，

途径永安桥、永安寺、阅古楼、琼岛春阴碑。登白塔，俯瞰故宫、景山，四面环

水，环抱于其间，景致开阔，有豁然开朗之感。步入北岸景区，首先引人注目的

便是那几组各有特色的宗教意味十足的宗教建筑，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光辉，使

人心生神往，静心远烦恼。沿着小路往上走，就可以看到五色琉璃镶砌而成的九

龙壁，壁分两面，各蟠龙 9 条，龙似在腾云驾雾，御翔云而驰，每条龙形色各异，

生动逼真，不自觉油然而出敬畏感与崇敬，深觉震撼。 

    上午十时，大家在北海湖畔集合、留影后，四人一组泛舟北海湖上，别有一

番滋味，游船在波光中徐徐泛动，清风迎面吹来，空气清新纯净，湖光粼粼，荡

起细波，偶见鸳鸯戏水，鱼游水下，最是诗情画意。集体划船结束后，大家结伴

自由活动，继续徜徉在艳阳天的春色里。 

中午，春游活动圆满结束。这次春游，使大家放松了身心，缓解了学习、工作带

来的压力，体现了常青的团队活力，增强了学生、师生间的情感和凝聚力。在希

望之春，我们激情澎湃，继续扬帆前进！             （教育处  王丰 唐妮） 

 

我院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我院消防安全工作，杜绝

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我院董问天副院长于

5 月 11 日上午带队对全院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保卫科人员以及两名安全

督导员（赵爽、左有良）陪同检查。此次对生化实验室、图书馆、检验科、病案

室、门诊药房、消防控制室、视频监控室、各病房配电间和食堂等消防重点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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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重点检查，对生化室危险化学品存放柜进行了检查、对重点防火部位可能出

现的安全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对病房宿舍进行了抽查，

对部分消火栓进行了开启测试，对应急照明装置进行了开启测试，对门诊药房精

神科药物保险柜、台帐、视频监控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中主要发现了存在遮挡消防安全指示标识、占用消防器材（灭火器箱、消火

栓）、病房配餐间热水器上存放食物和病房宿舍个别存在插线板悬空使用（应固

定安装）的情况。董问天副院长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予以当场指示，能立即整改

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部门安全督导员、保卫科须加强人防和技防，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控、严防死守。为确保“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的消防安全做出了努力。                     （保卫科  张勃 郭雨辰） 

我院开展柳絮湿化工作 

每年的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是杨树果絮成熟、果开裂繁殖后代的时期，这

段时期北方的气候刚好呈现少雨、干旱、多风的特点，导致了杨絮聚积、飘浮的

现象。杨絮本身是可燃烧的，蓬松的结构又能让它充分接触氧气，如不慎引燃，

其燃烧速度飞快，随风漫天飞舞后大量堆积聚集在地面，遇到干燥天气，稍遇明

火极易引起火灾。如若遇上刮风天气，火势窜延更快，引发大火，造成不可估量

的后果。 

按照北京市卫计委、市防火委员会、市公安消防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在我

院院领导部属下，保卫科联合总务处从 5 月 2 日开始，每日对医院的花坛、小花

园、各个绿化带、高大树木（特别是松树）进行了喷水湿化作业。保卫科和总务

处专人负责现场指挥，避免有死角遗漏，做到外围危险地带湿化工作全覆盖有效

防止因柳絮堆积而发生火灾事故。每天保卫科都将湿化工作的照片记录上报海淀

区双榆树消防中队。本次湿化工作预计时间为两周。 （保卫科  郭雨辰 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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