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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对政协《关于
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
案》进行了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
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
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
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教育部介绍，对青少年进行预防抑
郁症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青少年
全面发展、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项
重要工作。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对此
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青少

年预防抑郁症教育工作。
教育部强调，开展多形式的青少年

预防抑郁症教育。在试点地区各级党委
政府领导下，卫生健康、宣传等部门加强
协作，采用多种宣传手段，利用影视、媒
体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抑郁症科普知
识宣传。医疗卫生机构加大抑郁症防治
科普宣教力度，拍摄制作专业权威且通
俗易懂的抑郁防治科普宣传片，普遍提
升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减少偏见与歧
视。充分发挥专家队伍作用，深入学校、

企业、社区、机关等，开展抑郁症相关公
益讲座。在公共场所设立或播放抑郁症
公益宣传广告，各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室
（卫生服务中心）向居民提供科普宣传资
料。要求学校向学生提供咨询检测点的
分布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引导学生主动
寻求咨询检测服务等。

教育部指出，建立全过程青少年抑
郁症防治服务、评估体系。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要规范、持续开展抑郁症防治等相
关知识培训。加大对非精神专科医院医

师的培训，提高其识别抑郁症的能力。各
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
评估，供体检人员选用。各高中及高等院
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季则）

主动帮助盲人乘客
暖心公交司机获赞

本报讯 “这位盲人大娘经常乘坐234路公交
车，我留意到司机陈师傅总是跑上跑下搀扶这位大
娘乘车，令人感动。”市民施阿姨拨打12345市民热
线电话，表扬公交车司机陈东雷热心帮扶盲人乘客
的暖心善举。

11月8日上午，施阿姨如往常一样乘坐234路
公交车，途中她见到了熟悉而又温馨的一幕：一位
盲人大娘在庙基角路口往南走，准备到站台乘公交
车，当班驾驶员陈东雷看见后，缓缓停稳已经启动
的公交车，询问大娘去向，确认大娘需要乘车后，陈
东雷跑下车搀扶大娘上车，把大娘扶到座位上坐
好，并提醒道：“大娘您慢点，别急……”

当得知有乘客拨打市民热线表扬自己，陈东
雷回应道：“举手之劳而已。关注老年人、关爱特
需乘客是我们每位公交驾驶员的基本职责。”据陈
东雷介绍，盲人大娘家住海复镇庙基村，经常独
自乘车到滨海村4组的亲戚家，所以陈东雷经常碰
到她乘坐公交车。“大娘眼睛失明多年，线路上的
驾驶员都会有意识地帮她一下，注意她的乘车安
全，车上其他乘客也经常主动扶她下车。”陈东雷
介绍。 （通讯员 严春花）

本报讯 11月14日，南通市医保局
发出公告，南通市将于11月22日8时起
正式启用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为顺
利完成切换上线工作，15日起暂停全市
医保部门业务，19日起暂停刷卡结算。

具体停机切换时间：11月15日18时
至11月22日8时，暂停全市医保部门所

有业务办理，暂停使用现有医疗保障信息
平台；11月19日18时至11月22日8时，
暂停全市范围内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
药店医保划卡业务（含医保电子凭证刷
码），暂停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业务。

恢复上线时间：11月22日（周一）8
时起，正式启用新平台，恢复办理医保部

门各项业务。
在新平台启用后，参保人员和用人

单位可在工作日前往医保经办机构各办
事网点办理相关医保业务。在新平台启
用后，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江苏医
保云APP、南通医保APP、南通医保单
位网上办事大厅、南通医保个人网上办

事大厅、南通市特药管理信息系统、医保
自助服务一体机等恢复使用。全市范围
内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划
卡业务（含医保电子凭证刷码），异地就
医联网结算等业务同步恢复。

如 有 疑 问 ，请 电 话 咨 询
0513-12345。 （季则）

本报讯 “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大家都
知道，但大多数人误认为
这里面的“车”仅指汽车
和摩托车，并不包括电动
摩托车，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饮酒后驾驶电动轻便
摩托车也属于酒驾。近
日，市交警部门查处我市
首例酒驾蓝牌电动车违
法行为。

11 月 10 日 19 点半
左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区二中队民警在市区
银河路林洋路路口执勤
过程中，发现一男子驾
驶一辆二轮电动车由北
向南驶来，车子有些摇
晃，民警当即将电动车
拦下。经查，驾驶人杨
某所驾驶的电动车是一
辆悬挂蓝色牌照的电动
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
车范畴，今年8月24日
上牌，且杨某并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民警现
场对杨某进行呼气式酒
精检测仪检测，显示数
据为 59mg/100ml。杨
某交代其刚刚在家里喝
了点酒，自认为没事，
侥幸驾车出门。

新修订的 《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
制性国家标准于2019年
4月15日正式实施，电
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属于
机动车范畴，需要缴纳
保险、注册登记，并通
过考试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才可以上路行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杨
某的行为构成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且未取得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公安机关对其处以1200
元的处罚。

（融媒体记者 鲍欣
欣 朱俊俊 通讯员 任
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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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

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即将启用
15日起暂停全市医保部门业务，22日8时起恢复办理医保部门各项业务

11 月 9 日下午，彩臣三村社区联合
欣乐城和太平洋百货在欣乐城广场举办

“两在两同建新功 共建联动展活力”红
色主题趣味运动会，“战地运粮”“绝地反
击”等比赛项目让大家在感受趣味运动
快乐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年代老
一辈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通讯员 朱永玲摄

宋亚宾（身份证号码：320626195302194
829）遗失启东市汇龙镇拆迁指挥部暂存单一
份，暂存单号码：0011705，金额：71155元，存
入日期：2020年11月23日。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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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东首，繁华的人民路北，座落着
一所百年老校——启东市汇龙小学，端然
静美的她已走过百年征程，积淀了一个世
纪教育文明的底蕴，印满了莘莘学子成长
的足迹。

汇情汇智绘精彩 至真至美致未来。
汇龙小学弘扬“汇”文化，以打造“汇”教育
的本真行动，让汇心园的每一朵生命之花
傲然绽放。

汇“芯”领导，以团队带动个体
汇心园里，有这样一群领导班子：政

治素质好、教学业务精、管理能力强，决策
有胆，民主有方，成为团结带领教师群体
努力工作、奋勇争先的坚强战斗堡垒。学
校积极践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建引航创佳绩，《传承“汇”文化 弘扬

“龙”精神》获评南通市中小学校“一校一
品”党建文化品牌项目。

汇“质”课程，以德育浸润童心
学校丰富课程体系，注重立德树人。

“汇情汇智绘精彩 至真至美致未来”获首
批江苏省中小学“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
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

基础课程润童心：《践礼修德 从小做
起》校本课程，成为最好的养成教育指南；
《润德花开 汇智生长》校本课程，让儿童
在非常疫期，自然生长。

拓展课程润童心：沙地文化课程——
《沙地风俗》《沙地万象》《沙地方言》等校
本课程读本，引领儿童亲近乡土乡情，厚
植家国情怀；“传统竹编技艺进校园”校本
课程，传承传统竹编技艺，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

汇“实”阵地，以活动促进养成
校园内每一处都彰显着经典阅读的

特色文化。学校充分发挥各种阵地的育人
作用，以活动促进养成。科技节，让创新成
为学校靓丽的名片；仪式教育，让成长刻
上文明烙印；节日主题教育活动引领学生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做新时代好少年。
汇“礼”校园，以文化引领成长

“特色文化”扬旗帜：学校的建筑名称
彰显鲜明的“汇”文化，“汇智楼”“汇思楼”
内儿童乐学善思；“汇馨楼”内教师倾心育
人；“汇趣楼”内见证着孩子们探究的历
程；“汇健馆”里儿童强身健体；“汇香阁”
内孩子们体验舌尖上的美好……

“三风一训”引方向：学校秉承“立德、
向上”之校训，倡导“至善、至真、至理、至
美”的校风、“修身、敬业 爱生、正己”的教
风、“乐学、善思、明理、笃行”的学风，让

“三风一训”入脑入心，外化于行。
“汇馨榜样”树楷模

学校的“‘汇馨’榜样进校园”被评为启
东市“文明校园优秀工作品牌”。荣获“中国

好人”殊荣的“板凳女孩”——苏晓琳、驰援
武汉的抗疫英雄启东市人民医院ICU杜蓓
华护士长等相继走进校园，用榜样的力量
滋养心灵，用榜样的行为引领成长……

汇“美”环境，以环境彰显特色
环境打造，悦目悦心：学校努力让优

美的环境成为无声的教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读书点亮心灵 书香润泽人
生”等主题彩绘墙，让每一面墙壁都会说
话；“沙地童谣”“古训名言”“四大名著”等
主题布置，散落在花坛、楼道、走廊、操场
……让每一个角落都有文化。

如今的启东市汇龙小学，窗明几净、
绿树成荫，敬业爱党、博文约礼，两千多名
师生正以蓬勃的姿态、笃定的步伐欣欣然
前行在文明校园之路上。

携文明同行 育时代新人
——启东市汇龙小学创建“文明校园”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