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护人员拥有“十八般武艺”
市第三人民医院在“爱的包裹”下帮助患者重返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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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市第三人民医院）获悉，
为给珠海市民提供专业的精神心理治疗服务，医院在启用南屏新
院区后，加大力度推进“精神心理专科”进一步建设，开展“心理康
复”特色服务。

音乐室、绘画室、烘焙室、瑜伽室、健身室……市第三人民医院
新院区的精神心理康复区各个功能室可谓相当“高大上”。这里的
康复师更是每个人都拥有“十八般武艺”，做得了治疗，弹得了吉
他、跳得了舞、做得了烘焙、画得了画！

在这里，康复治疗不是单一的药物治疗，而是在药物治疗、物
理治疗、心理治疗基础上，融合多种“特色康复项目”的多学科治
疗。康复师们用满满的爱，为患者量身定做康复治疗方案，帮助他
们走出障碍，重筑信心，回归到家庭和社会中。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
的眼睛……”近日，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南
屏院区的精神心理康复区，康复师小姐姐
手拿吉他，正在快乐地弹奏着音乐，她的
身边，围着一圈身穿蓝白色波点住院服的
休养员们。

每位休养员的手里都拿着一个乐器，
有非洲鼓、有手铃，大家跟随着康复师的
吉他节奏，表情愉悦、动情地拍打着手中
乐器。

“咚咚咚、锵锵锵……”在另一个治疗
区域的架子鼓边，休养员则双手拿着鼓
槌，动感地敲起架子鼓的鼓面，兴致来时，
右腿也跟着音乐的韵律打起拍子来。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市第三人民医
院精神心理康复区的乐动疗法，每个休
养员在康复师的带动下，通过音乐的疏
泄原理，缓解着内心的负面情绪，改善
恶劣心境，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感知和热
情。

上初中的孩子出现了情绪低落、兴趣
减退，不再愿意上学，甚至觉得活着没有
意义；中年人在生活压力下，出现焦虑障
碍，经常心慌、手抖和失眠；老年人总是感
到孤独，并出现了老年抑郁症……

当前，在高压力、快节奏的社会大环
境下，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多，焦
虑、抑郁、成瘾、睡眠障碍和各种认知障
碍、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不断升高，随着病
症的发展，部分患者无法正常生活和工
作，需入院接受康复治疗。

记者了解到，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

健康观念的不断完善，在市第三人民医院
里，精神疾病的治疗，已经不再是单一的
药物治疗，而是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
理治疗的基础上，融合了作业治疗、音乐
治疗、运动康复、原生艺术治疗、特殊工娱
治疗、运动治疗、职业功能训练、日常生活
技能训练、社区康复等多种特色康复项
目。

医院治疗的目标，不仅仅是症状的缓
解，更重要的是促进个体在躯体、心理、社
会功能等诸多方面达到良好的状态，从而
达到重新回归家庭，融入社会的效果。

在医院里，就诊治疗的人群，被称为
“休养员”，这样的称呼，有利于他们在没
有任何心理包袱的情况下接受身体疗愈
和心理复健。

“入院的休养员，年龄层次都是不同
的，最小的8岁，最大的90岁，每个患者的
病症也都不同。在经过医生和康复治疗
师的系统评估后，休养员将来到精神心理
康复区进行康复治疗。”市第三人民医院
精神心理康复科主任杨萍介绍。

她提到，康复治疗在药物治疗和心理
治疗间，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休
养员在住院期间的治疗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

康复区的治疗团队，均是活力满满的
“80后”“90后”，他们由康复医生、护理人
员、康复治疗师、音乐治疗师、社工组成。

根据每位休养员的意愿和兴趣，拥有
“绝活”的康复师们，为休养员量身定做适
合个体的特色康复治疗法。

特色康复项目融合
多学科治疗方法

拿起画笔“刷刷刷”地画出人头像，不
一会儿就画好了一幅漫画，正在青春期的
女孩小鱼（化名），是入院休养员中的一
员，她在精神心理康复区接受的是绘画治
疗法。

小鱼是一名品学兼优、人见人爱的模
范学生，然而在入院前的一个月，她出现
严重的情绪低落，不愿意开口说话、拒绝
交流、拒绝上学的症状。

为了帮助这个女孩，康复师们进行了
细致地观察和详细地分析，针对她的特
点，康复师决定采用绘画治疗法。

“绘画治疗是原生艺术治疗的一种，
这种治疗方式，采用的是非语言工具，通
过艺术创作，将患者潜意识内压抑的情感
与冲突呈现出来。”杨萍介绍，康复师希望
让患者在绘画的过程中，获得情绪的抒解
与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康复师们也将从
患者绘制的图案中，更清晰地洞察患者潜
在的内心世界，发掘她的焦点问题，为临
床的疾病治疗提供有效依据，从而达到治
疗的效果。

“她画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在连续
进入绘画治疗室的第二周，在康复师的耐
心陪伴和引导下，小鱼指着旁边另一位休
养员画的作品《我的心已死》，说出了入院
以来的第一句话。

此时，小鱼虽然还没有动笔作画，也
没有再说其他话语，但治疗师已敏锐察觉
到，小鱼从其他休养员的绘画作品中找到
了共鸣，她开始愿意释放和表达内心压抑
和黑暗的一面。

一直在细微观察小鱼的每个表情、行
为的康复师们，在发现这一细节后，决定
为小鱼组织一次小型的作品展，以此加大
治疗效果。

在这次画展中，现场共展出50多幅
其他休养员的画作。康复师们邀请小鱼
写下看画后的心得感想。

心房已经被画作“撬动”的小鱼，很用
心地写下了50多份感想。

“看到这些画时，我懂得了有痛苦的

不仅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大家都有不一样
的情况，但我们又是一样的痛苦，我们或
许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此时，小鱼紧闭的心房之门，开始打
开了缝隙，愿意让光亮照进来。经过系统
评估，康复师进一步邀请小鱼参与“无主
题平行绘画”治疗，开始创作画作。

在这个过程中，康复师们从来不对小
鱼的创作进行任何对错或好坏的评价。
他们带给小鱼的，更多是鼓励、陪伴和安
全感。

渐渐地，小鱼与绘画治疗室里的其他
休养员有了交流，有时候是窃窃私语，有
时候是在画纸上默契地协作创作。由于
画得好，小鱼还收获了不少休养员“粉
丝”。

“以前的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但为
了让身边的人满意，我被迫活成了其他人
期待的样子，假装对自己满意，假装快
乐。”小鱼说：“我知道自己生病了，但是面
对面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我的
问题，所以不愿意说话。”

小鱼说，画画的时候，自己会不自觉
地安静下来，慢慢就有了要把感受画在
纸上的想法，绘画帮她找到了走向光明
的出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小鱼康复出
院了，并重返校园，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奋
斗。小鱼说，她也将把绘画治疗，带到往
后的生活中，通过绘画，进行自我疗愈。

“类似的绘画治疗个案还有很多，我
们希望通过发掘休养员的动机、兴趣和
个人能力，帮助他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
心，引导他们重塑心灵和谐，重建生活秩
序，最终引导他们学会与自我共存。”杨
萍说。

杨萍提到，这个“自我”可能是不完
美的，可能是带着满身伤痕的，“但我们
要做的不是全盘否认、拒斥和抛弃，而是
要这个‘自我’作为一个需要关心的对
象，施以关注和援手，让这个‘自我’重获
活力和生机。”

绘画疗法打开紧闭心房
帮助患者走向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天
是11月 11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
间14点 20分，我是睿智（化名），很高
兴能在康复四楼通过广播站向大家问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为大家播报
《好书荐读》栏目的内容……”在精神
心理康复区里，入院时被诊断为患有
抑郁症的休养员睿智，接受的是“广播
站疗法”。

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情绪低落、失
眠，是他最明显的症状。通过三次的个
案访谈和需求评估，康复师们发现睿智
有改变现状的念头，但并不知道要做什
么。在进一步的优势评估中，社工师引
导睿智意识到自身音色的独特，并加入
了“康复之声”广播站。

睿智选择的是“好书荐读”的栏目。
他开始每周找书、写稿、练稿、播音的“主
播”兼职工作。

在康复师的引导和鼓励下，为了使
播音时能够读得流畅，睿智每天都练习
很多遍。慢慢的，当这些好书的文字，以
及自己的声音，持续地从嘴巴里读出来
时，他好像“活过来”了。

“播音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化学反应，
我好像活成自己推荐的书中那些令人感
动的人物，一步步在克服困难，在不断寻
觅自己的初心和远方。”出院时，他开心
地从康复师手中，接过播音员任职证书，
他舒适自如地坐在播音员座位上，让康
复师帮忙拍照留念。

不久后，科室收到了他寄来的感谢
锦旗，睿智正在慢慢地走出抑郁。

“‘康复之声’广播站是基于阅读疗
法相关理论开设的，主要以播音朗读训
练、稿件编辑为主要训练内容，帮助休养
员倾诉心声，产生正向能量，达到恢复的
效果。”杨萍介绍。

广播站“主播”职位
帮助患者找回自信

除了开展个体康复活动，以“全人、全
程、全方面”为康复理念的康复师们，又化
身“活动策划师”“活动主持人”，开展多元、
专业化的团体主题活动。

在元宵节、腊八节、清明节等节日
中，康复师带领休养员走起交流风俗文
化、打破社交壁垒之旅。

在元宵节期间，康复师举办“元宵小课
题”、猜灯谜、吃元宵活动；腊八节期间，康
复师举办了腊八节故事小课题、节日故事
分享、腊八粥制作等活动；清明节期间，康

复师为住院休养员开展“清明小课堂”、“踏
青寻叶”以及“青团制作”等系列活动。

“哈哈！我们赢了！”除了节日系列
活动，康复师还举行了康复娱乐活动，现
场开展的多人互动桌游对对碰、记忆对对
碰、智力大比拼活动，调动了休养员参与
的积极性，锻炼患者思维反应能力，丰富
了住院的日常生活。

这些系列活动，帮助休养员们感受
到生活中的乐趣，找回脸上的笑容，找回
眼里的光。

丰富的主题康复活动
帮助休养员找回眼中的光

在康复师们看来，精神诊疗的最终
目的，是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因
此，除了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恢复社
交能力，康复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职业康复训练。

医院曾收住过一位患有严重“囤积
障碍”的中年女性休养员张女士（化名）。
张女士虽然家庭富裕，衣食之忧，但她却
爱囤积东西，她囤积所有自己使用过的物
品，包括废弃的家具、用过的纸巾甚至果
皮纸屑，每一样都堆积在房子里，一件也
不肯丢弃。

在做了大量的观察以及行为逻辑的
推究后，康复师为她量身定制出精神心
理康复区流动超市“理货员”的职位。

在经过应聘上岗、岗前培训等环节
后，开始打理起这个流动超市的她，每
天进行着出入货记录登记，同时通过

“代币”收取的方式，将货物售卖给其他
休养员。

通过对货物进行整理、出纳、销售，

张女士接受着行为矫正和职业康复训
练。

“在整理和出纳的过程中，张女士获
得‘舍得’的能力，同时锻炼到了计算及
合理规划的能力，熟悉起了生活常识和
相应规则，也获得了社交能力。”杨萍介
绍，在治疗期间，张女士慢慢发生改变，
已经能够很好地打理流动超市，出院后，
囤积行为也慢慢变少。

除了量身定做“职位”，在职业训练
方面，医院的康复师们创新性地引入了

“代币”治疗法。
在精神心理康复区，休养员们通过

参与职业功能训练，可以获得“代币”，获
得后，可将“代币”用于参与兑换各类奖
品，或用于后续的行为矫正训练、作业治
疗等治疗活动中。

“我们将‘代币’治疗与职业功能训
练、作业治疗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达到实
现休养员恢复社会功能、矫正行为的效
果。”杨萍提到。

“代币”治疗法帮助
休养员重返岗位

微笑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是难事，
然而对于在精神心理康复区治疗、有着
心理障碍的休养员来说，微笑并非易事。

“心理问题的康复，是需要康复师付
出很多爱心和耐心的，所以每当休养员
脸上出现了笑容，内心的自信心又多建
立了一分，康复师们都会感到极大的欣

慰。”杨萍动容地说。
“如果说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帮

助休养员康复的根基，那么康复治疗就
是帮助休养员‘站稳’的、隐形的辅助之
手。”杨萍介绍，医院的康复区，希望用充
满人文关怀的治疗法，让休养员能够在
爱的包裹下，重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让休养员能够在爱的包裹下
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

采写：本报记者 王帆
图片由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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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室。

休养人员在认真作画。

运动室。

广播站。

烘焙室。

绘画治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