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发布，牙齿
缺失是导致老年人寿命缩短的一个重
要原因。一口健康的牙齿是每个人身
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能够帮
助人们咀嚼食物、促进营养吸收，还让
我们展现灿烂的笑容，因此缺牙对人
体的危害不容忽视。为使更多老年人
能实现缺牙重生的愿望，修复健康生

活，187医院口腔科为广大缺失牙患者
提供百万爱牙援助基金。 （小可）

全城援助
百万爱牙援助基金限时开启
活动时间：9月18日-10月8日

1、牙齿种植每颗援助1000元
2、牙齿修复全口援助500元
3、就诊免68元口腔建档费
4、种植免全景X光机120元口腔拍片费

人物介绍：张雄军
定安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定安县卫生局
投票编号：

3047

■ 本报记者 赵优

18年来，从死亡线上拉回多少病
患，他已经数不清；18年来，放弃陪伴家
人的机会，他只能把愧疚放在心里……
他就是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创伤
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雄军，一
个无怨无悔为患者默默付出的医者。

近日，一位男士拉着张雄军，不停要
求他把伤残鉴定由二级改为一级。“我们
必须凭良心做事。”严正拒绝后，张雄军
才抽空坐了下来，接受记者采访。

38岁的张雄军，身板瘦削，一头干
净利落的板寸头，语速极快。“工作太忙
了，压力挺大。”张雄军告诉记者，创伤
外科是医院的重点学科，危重病人多、
病情复杂，突发事情频繁、变化快，半夜
凌晨抢救伤员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凌晨一点，医院来了一位
急需抢救的病人。刚入睡的张雄军被
电话吵醒，匆匆洗了把脸便赶回科室。
病人四肢均被砍伤，肌腱断裂，已陷入
休克。“情况危急，立刻手术！”经过9个

多小时的抢救，张雄军硬是把病人从死
神手中夺了回来。“真是饿着肚子做手
术啊！”说到这，张雄军嘿嘿笑了起来。

让同事和病人称道的是，张雄军专
业的医学背景、过硬的技术。在第一届
海南省急救中心（站）急救技能大赛中，
张雄军获得“止血包扎单项比赛第一
名”的荣誉称号，受到省卫生部门领导
多次表扬。

“医生的工作量大、要求高，让人总
感觉如履薄冰。”张雄军叹口气后说，

“无论多苦多累，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
责，让我们义无反顾。”

83岁的孤寡老人王乃芳骨折了，

需要在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却无力
支付昂贵的手术费。张雄军为此到处
奔走，多方协调，终于让老人获得了医
院和民政部门的扶持。经过政府资助
和医院减免，王乃芳只花了600元便做
了4万多元的手术，并免费在医院疗养
直至康复出院。

出院时，文化水平不高的王乃芳颤
抖着手，写下了一封感谢信。“当我看到
她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时，我内心的感
动无法用言语描述。”张雄军说，“把命救
下，把病治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回报。”

对张雄军的妻子王秋花来说，丈夫
把医院当家，把家当宾馆。张雄军有时
一人顶三人的班，一天最多时要做近
10台手术，有时忙得2天都没时间洗
澡，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刚结婚时还干一些家务，后来就
没做过了，全靠妻子照料。”说起家庭，
张雄军满心愧疚。可同为医生的王秋
花，理解丈夫的工作。身为理疗科医
师，她想尽办法让丈夫回家后能得到最
好的休息，通过按摩放松让他拥有更好
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最让张雄军愧疚的是，根本没有时
间陪儿子。6岁的儿子刚上小学，在家
里总爱跑来跑去、到处摸到处碰。为防
止孩子触电，张雄军把家里的插座都贴
上了胶布。“儿子总说，爸爸什么时候有
空陪我看电视啊？”张雄军说。

“还有病人要查看。”采访结束时，张
雄军又快步走到病房，为刚做完股骨手
术的阿婆活动关节，手把手教家属按摩。

定安县人民医院创伤外科主任张雄军：

半夜抢救伤员是常事

张雄军过硬的医疗技术，让同事和
病人称道。 赵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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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投票排名前三名

（投票情况截至9月25日下午5时）

编号：3006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高炳玉 229734票

编号：3014

海南农垦三亚医院 何超明 163554票

编号：3027

海口市人民医院付斌 246247票

好医生
候选人投票渠道

1.网络投票：登录南海网（www.
hinews.cn），在首页右下角活动公告栏目，
点击进入“寻找百姓身边好医生”专题，在候
选人中选择您支持的医生，点击“投票”即可。

2.短信投票：海南省内手机用户

（移动、联通、电信）编辑“您支持的医生
编号”发送到 1062886622（每个手机号码
每次只能发送一个候选对象编号，资费：
1 元/条，不含通讯费），发送成功即可收到
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例如：支持 3001号
医生，省内手机用户可编辑“3001”发送到
1062886622，收到成功回复短信表示一次
投票成功。

3.电话投票：固定电话用户，可拨打

16882223按语音提示进行投票（资费1元/
票，不含通讯费）。

4.海币投票：海币投票：点击所候选

编号下方的“海币投票”，登录海币系统后
即可用支付宝或充值卡为候选人投票。

票数换算：总投票数=网络投票数+（短
信投票数+电话投票数+海币投票数）×10

读者参与有奖励
我们将从参与本次活动投票及参与微

博、微信互动的读者中每周抽取5名幸运参
与者，给予礼品奖励（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
提供的VIP洗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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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省卫计委
协办单位：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人物介绍：郭桂琴
海口市中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

推荐人（单位）：
海口市中医院
投票编号：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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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是全国第26个爱牙日，为
积极响应今年爱牙日主题“健康每一天，
从爱牙开始”，187医院口腔科于9月20
日举办“海口明珠广场大型公益义诊”活
动，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捧。此次活动专
家阵容非常强大，不仅有国内知名专家
教授，还有韩国知名种植牙专家崔容硕
教授出席坐诊。不少牙病患者通过与专
家面对面的咨询，解决了困扰许久的牙
病问题。活动还特别为符合种植牙条件
的缺失牙患者提供免费种牙的诊治优惠
服务。

义诊现场人气火爆 吸
引千名市民排队义诊

187医院口腔科在海南人民心中口
碑优良，是很多牙齿患者的最佳选择之
一。口腔科一直秉承给患者最佳的服务
与诊治为理念，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
及认可。

当天的活动现场气氛火爆，在市民
中反响热烈，吸引了上千名市民排队义
诊。来自韩国的种植牙专家崔容硕教授
及187医院口腔科主任马华祥等口腔专
家为市民耐心解答口腔问题，细心为大
家检查口腔并作出初步诊治方案。医生

诊疗台前挤满了前来义诊的市民，大家
都认同此次义诊活动，表示接下来的活
动都会参与。据介绍，此次活动共为上
千名有口腔问题的市民提供了援助。

抽出“爱牙之星”大奖
幸运市民获免费种牙机会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长久以来的支持
与厚爱，187医院口腔科在今年的爱牙日
大型公益义诊活动特别推出“爱牙之星”
大奖的环节，奖项设置也十分吸引市民，
一等奖可免费种植2颗牙、二等奖可免费
种植1颗牙、三等奖可减免5000元。在
大家的呼喊声和热烈期盼下，“爱牙之

星”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陆续被抽
出。来自海口美兰区的林阿姨率先抽出

“二等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口腔科马
华祥主任随后为其颁发了奖券及纪念
品。一等奖得主是来自文昌的谭阿婆，
面对媒体的镜头，谭阿婆兴奋地说：“真
是太幸运啦！非常感谢187医院口腔科
举办的活动，这次就打算去那种牙的，现
在抽中了大奖，省了不少钱。”

马华祥介绍：“此次举办的爱牙日大
型公益义诊活动，就是为回馈广大市民
对我科室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接下来
我们还会举办多种形式丰富的义诊活
动，让广大市民树立正确的爱牙观念，提
高口腔保健意识。”据介绍，今年爱牙日，
187医院口腔科还为市民提供了“百万爱
牙援助基金”，所有参与活动的市民都可
获得爱牙援助代金券以及纪念品一份，
凭券到187医院口腔科就诊可享牙齿种
植每颗援助1000元和牙齿修复全口援
助500元的优惠。

关注口腔健康 80岁保
留20颗好牙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
健康的标准之一。牙齿健康，会增强您

的自信，让您的生活充满自信，让您魅力
无穷！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正式提
出“8020计划”，即“80岁时仍拥有20颗
能正常行使咀嚼功能的牙齿”。然而这
个标准在国内远远达不到。在中国，随
着老龄化的逐步加深，国人缺牙形势日
趋严重。据中华口腔医学会统计，我国
45岁以上中老年人 79%存在缺牙；在
65岁-74岁老人当中，86%存在牙缺失；
80岁以上老人10%全口无牙。牙齿缺失
不仅影响人们的口腔健康，更对人体的
消化系统有着严重的影响。爱牙日只有
一天，但爱牙是一辈子的事情。马华祥
提醒大家，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缺失牙，
也不论缺失牙齿数目的多少，均应及时
进行修复，以便恢复牙列的完整及功能，
这也有利于保持余留牙牙槽骨和其他口
腔组织的健康。

187医院口腔科在我省享有良好的
声誉，无论从医院规模、技术设备、还是
专家实力而言，都具有行业领先的水
平。该科室专业开展牙齿种植、牙齿修
复、牙齿正畸、牙齿美容、牙齿美白、牙齿
治疗六项核心技术，建议广大口腔患者
就诊时，慎重选择正规的口腔医院，及早
发现、及早治疗，以便达到最佳的治疗效
果。 （小可）

爱牙日公益活动免费种牙 受到广大市民热捧
187医院口腔科爱牙日公益义诊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 本报记者 马珂

“你开手动挡车吗？”近日，一位右
手做完针灸理疗的病人临走前，海口市
中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郭桂琴问道。
迟疑几秒钟后，患者点头称是。

“开手动挡车的话，这几天最好别
开了。也可以跟朋友借辆自动挡的开，
尽量减少右手的活动频率。”郭桂琴嘱
咐。患者笑着说：“郭主任您可真细心，
这都替我想到了。”

“把患者当朋友当亲人”，整整30年
的从医生涯中，郭桂琴没有改变过这样
的初衷。“现在流行微信朋友圈。我闲下
来一想，到海南的30年里，我的朋友除了
医护人员就是患者了。”郭桂琴笑着说。

30年前，祖籍东北的郭桂琴来到海
口市中医院工作。那时，医院还没有针

灸科，郭秀琴成为医院针灸科从无到
有，从有到好的见证人。

1986年，一个台风天的晚上。一
名患者因痛风无法入眠，痛苦不已。接
到患者家属的电话，郭桂琴拿上医疗
箱，冒着风雨赶到患者家里。患者在郭
桂琴的妙手针灸后得以入睡。

“20多年了，这个患者及其家人和我成
了很要好的朋友。”郭桂琴回忆，从医至今，

很多患者甚至患者全家都成了她的朋友。
在治疗抑郁症患者过程中，郭桂琴

更讲究治病要治心。“我愿意拿出很多
时间来跟患者谈心。有时为了解开患
者心结，还要编出一些故事来。”郭桂琴
说，为此她还自学心理学，在针灸治疗
过程中，不断开导患者。

“郭主任真的很负责任。她扎针的
力度恰到好处，还不停问我感觉如何。”
采访中，一位患者对记者说。

在海口市中医院针灸科工作多年，
郭桂琴先后开展了蜂针疗法、针灸减肥
疗法、天灸疗法等。目前，以蜂针疗法
治疗风湿病及过敏性鼻炎，针灸治疗肥
胖症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收到满意的效
果，科室的门诊量由原来的每月500人
次增至2000人次。

尽管已经退休3年，但郭桂琴舍不
得离开钟爱的针灸科，“退休后有很多
地方聘我任职，但我舍不得离开老单
位。”

郭桂琴至今身兼数职。为加强科
室业务建设，她白天上班，晚上给科室
人员做培训，没请过一天假。一次，因
劳累过度还患上了带状疱疹。郭桂琴
就以自己为实验对象，探索针灸理疗治
疗带状疱疹的方法。现在，用针灸理疗
方法治疗带状疱疹已成为该院针灸理
疗科的一大特色。

海口市中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郭桂琴：

“朋友圈”大多数是患者

郭桂琴30年的从医生涯中，一直
把患者当朋友当亲人。

187医院举办爱牙日义诊活动，许多群众踊跃参加。

医师信箱 本期坐诊：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
陈秋霞

读者咨询：我每个月几乎都有一
次腹痛，出现在两次月经之间。有时
左下腹痛，有时右下腹痛，每次痛半天
或者一天。经妇科医生检查，说是排
卵性腹痛，是怎么回事？需要服药吗？

医师答复：这叫排卵期腹痛，是许
多妇女都有的症状，不用担心。

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的卵泡破裂
时排出的卵泡液量不完全相同。卵泡
液排出多者，卵泡液进入盆腔后，会刺
激盆腔膜，引起腹痛，这就是造成腹痛
的原因。有人在腹痛的同时，还会伴有
同侧腰痛、腰骶部酸痛不适等症状。若
两侧卵巢轮流排卵，就会出现腹痛在下
腹部两侧每月轮流发生的情况。

排卵性腹痛是一种生理现象，不
影响健康，也不影响日后婚育。若仅
是偶尔发生，且疼痛轻微，无其他不
适，可注意适当休息，不必治疗。若腹
痛剧烈，可临时内服止痛药。若每个
月都有规律地发生，可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一段时间的短效避孕药。排卵有
出血症状者，量很少的对健康无碍，无
需治疗，只要保持阴部清洁即可。若
出血量多，应及时求医。

读者咨询：我们结婚几年，暂不想
要孩子，过夫妻生活时都戴避孕套，但
是听说常用避孕套易导致妇科病。因
为阴道的环境是酸性的，避孕套的润
滑油是碱性的。这个说法可靠吗？

医师答复：
安全套作为避孕防性病的重要方

式，在传染病上有着卓越的防护作用，
但却会出现另外一个困扰：妇科炎症。

阴道最理想的环境是弱酸性的。
而一些外界因素及不良习惯会引起阴

道PH值的微妙变化，引发各种妇科疾
病。正常情况下，阴道内寄居着大量
的微生物群，其中90%以上是乳酸杆
菌，乳酸杆菌也被誉为阴道卫士。女
性阴道PH值呈弱酸性，这种弱酸性环
境可以抑制有害病菌的生长和吞噬外
来细菌，在24小时内杀灭进入阴道的
有害病菌，起到防御病原微生物入侵
的作用。反之，当这种酸性环境受到
碱性介质破坏时，女性阴道的正常PH
值就会改变，容易引发各种妇科炎
症。当PH值在2-9之间时，不利于精
子的“活跃”，甚至可能引起不孕不
育。市面上大多数避孕套中的润滑剂
为甲基硅油。甲基硅油呈弱碱性，有
不易挥发、不溶于水等性质，使用后不
易清洗，会使人产生强烈油腻感。

因此，使用此类避孕套后，甲基硅
油会长期残留在女性阴道内，破坏酸碱
平衡。同时，当阴道的这种酸性环境受
到碱性介质破坏时，女性阴道的正常
PH值就会改变，乳酸杆菌的减少大大
降低了阴道的自然防御能力，致使细菌
大量繁殖，引发各种妇科炎症。

（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肖侨芳）

排卵期腹痛
是怎么回事？

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医师信
箱”栏目，针对读者提出的疾病、用
药、膳食等问题，请各大医院的专科
医生解答。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
式（任选其一）将问题提交给我们：

1、关注“海南日报健康周刊”微
信公众号，并留言。

2、也可以发邮件到健康周刊邮
箱：hnrbjkzk@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