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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期，国家卫计委在其官方网站上
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
识与技能（2015年版）》，内容包含了66
项公众应该具备的健康知识、健康行为
和健康技能，健康周刊将分两期刊发，以
飨读者。

基本健康知识

1、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

2、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和他人健
康的责任，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维护和

促进自身健康。
3、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

境，促进健康。
4、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5、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

视病残人员。
6、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7、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

90mmHg 且＜140mmHg，舒张压 ≥
60mmHg 且 ＜90mmHg；腋 下 体 温
36℃～37℃；平静呼吸 16～20次/分；
心率60～100次/分。

8、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
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
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

9、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
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
的症状。

10、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血液、
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
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

11、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
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
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
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

12、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
病人能够治愈，并能有效预防耐药结核
的产生。

13、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应当尽量
避免接触疫水；接触疫水后，应当及时进

行检查或接受预防性治疗。
14、家养犬、猫应当接种兽用狂犬

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后，应当立
即冲洗伤口，并尽快注射抗狂犬病免疫
球蛋白（或血清）和人用狂犬病疫苗。

15、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
播疾病。

16、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
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17、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
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学会自我健康管
理。

18、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
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应当加强自我健康
管理。

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你做到了吗？（一）

海医附院好医生高炳玉近期入选“感动海南”2015年十大年度人物

仁心仁术，感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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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监总局：

7家企业购销
非法回收药品被查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告称，陕
西广联药业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存在购销非法回
收药品或为购销非法回收药品企业违法提供发票
等严重违法行为。对此，食药监总局将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

通告指出，这7家企业分别是：陕西广联药业
有限公司、河南省华方通医药有限公司、湖北明达
药业有限公司、西安藻露堂药业集团利尔欣医药有
限公司、四川宏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药品分公司、
四川蓝怡药业有限公司、河北益民医药有限公司。

其中，陕西广联药业有限公司直接从非法人
员手中大量购进不明来源阿卡波糖片，并销往陕
西和甘肃等地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电子监管流
向数据显示，以上药品之前曾销往天津地区医疗
机构，表明这些药品系由非法渠道购入的回收药
品。河南省华方通医药有限公司在未实际销售商
品的情况下，为陕西广联药业有限公司开具125
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1348.9505万元，为对方
销售非法购进的药品提供掩护，致使不明来源药
品进入药品流通渠道。

据悉，涉事企业的行为严重违反药品管理法
相关规定，有关地方食品药品监管局已分别责令
相关企业停止经营，并撤销了其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认证证书。相关涉事药品已被分别扣押或
责令企业追回售出的药品。

食药监总局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并继续加大对药品经营企业的飞行检
查力度，及时向社会通告检查情况和后续查处结
果。广大群众发现非法回收药品等问题线索，可
向12331电话或网站举报。 （据新华社电）

1月18日，海南首个
二胎门诊在海南现代妇
女儿童医院开诊。随着
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
能不能怀二孩？怀上二
孩后，如何保驾护航？
这些都成了不少妈妈最
关心的事情。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医院二胎门诊开诊已近
两周。前来问诊的准妈
妈们有哪些？她们遇到
的最普遍问题是什么？
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海
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 本报记者 马珂

“我今天检查了15个孕产妇，其中
12个是二孩妈妈。”近日，海南现代妇女
儿童医院业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许艳告
诉记者，国家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
对个人和家庭的效应逐渐显现。

“想生二孩的妈妈大多集中在30岁
到40岁之间。由于年龄问题，她们特别
渴望怀孕后得到正确的指导和全面的检
查，为二孩生产保驾护航。”许艳称，目

前，该院二胎门诊每天都有将近20名二
孩妈妈或备孕妈妈前来就诊。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未来将
会有更多女性成为二孩妈妈。”海南现代
妇女儿童医院产科门诊主任吴兴华表
示，从女性年龄角度来看，生二孩的年龄
最好在35周岁以前。临床医学把年龄
35岁以上的产妇视为高龄产妇。超过
35岁的妇女身体机能及内分泌功能相

对下降，此时怀孕易出现流产、早产、产
后出血等情况，容易出现高血压、糖尿病
等妊娠合并症，对胎儿发育和母体健康
均不利，贸然生二孩存在很大风险。

吴兴华说，生二孩前，仅仅做普通体
检是不够的，需要进行全面评估，针对夫
妻的情况量身定制专业体检方案。如何
优生及避免风险，都需要医生的专业指
导。

我省首家二胎门诊运行情况显示，许多二孩妈妈孕检意识薄弱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张女士最
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3年前，她生第
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剖腹产。但是，与第
一胎不同，张女士第二次怀孕80多天
时，出现了多次不规则出血，打安胎针
也无济于事。经医院检查，这些症状与
张女士第一胎剖宫产后产生的疤痕子
宫有关。

许艳介绍，她所接诊的二孩妈妈

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一胎剖腹产后造
成的疤痕子宫问题。

据了解，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和分
娩都比一般的妈妈危险。疤痕子宫
再次妊娠后，可能会由于疤痕处肌层
薄弱，结缔组织弹性差而发生子宫破
裂、产后出血。若再次行剖腹产分
娩，可能会使得损伤、感染、粘连加
重、切口愈合不良等手术并发症增

加。此外，再次妊娠时，孕囊或原始
胎盘种植在原疤痕切口处，即所谓的
疤痕妊娠，会使得子宫破裂的几率大
大增加。

专家表示，如果第一个宝宝是顺
产，从哺乳常识角度出发，第一个孩子
正处于纯母乳喂养阶段，建议生育第二
孩的时间推迟1至2年。

“如果第一个宝宝是剖腹产，最

好是两年以后再生育第二个宝宝。
因为剖腹产之后，子宫切口逐步生长
愈合，如果过早怀孕将会导致子宫内
膜恢复不良，容易导致胎盘植入，子
宫破裂。”许艳提醒，如果二孩妈妈想
顺产，风险比没有剖过的孕妇要高一
些，但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可以尝试
顺产，但一定要在医生的帮助监控
下，控制风险。

“生二孩时，头胎需要注意的事项
和应该进行的检查，二孩妈妈都要
做。有些人还要注意更多事项，增加
更多检查。”许艳表示，二孩妈妈大多
年龄偏大，此时卵巢的生育功能开始
下降，即使月经规律也不能代表着一
定会有排卵。随着年龄增大，身体其
他器官功能也会减退，如患有内外科

合并症如甲状腺疾病、糖尿病、心脏病
或乳腺癌等，需到医院评估是否适合
孕育二孩或治疗后根据情况指导怀
孕。

日常工作中，令许艳感到揪心的
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二胎门诊中
接诊的多数为已经怀孕的妈妈，前来进
行孕前咨询的人寥寥无几。

“我参与省内孕产妇死亡讨论问题
将近20年了。目前，虽然孕产妇死亡率
逐年下降，但是孕前检查意识缺乏仍是
我省女性普遍的问题。”许艳告诉记者，
类似于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这类比较凶险的合并症患者，有些是根
本不适合怀孕的，若怀孕生产将给母亲
和孩子带来致命危险。

“有几个孕妈妈即将临产才到医院
告诉医生自己患有心脏病。”许艳说，有
些极为严重的心脏病孕妇生产时，即便
医生费尽力气也无力挽救。

“只要做好孕前检查，不要抱着侥
幸心理，就可以避免很多悲剧发生。育
龄女性对孕前检查一定不能掉以轻
心。”许艳表示。

最关注问题：头胎剖腹产，二孩怎么生？

部分人群不适宜怀孕

“二孩”妈妈多为30岁—40岁女性

量 制定身

多部门联合慰问麻风病人

本报讯（记者马珂）1月31日是第63届“世界
防治麻风病日”暨第29届“中国麻风节”，今年的
活动主题是“加速行动，消除麻风危害”。近期，省
卫生计生委、省红十字会、省民政厅、省残疾人联
合会、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等有关人员组成慰问
团，对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秀英麻风康复小区在院
麻风病人进行慰问。

“采访医生，会听到一些医生对患者的
抱怨；采访患者，会听到患者对医务人员的
抱怨。大家都能感受到现在医患关系有很
多让人头疼的地方，你怎么看医患关系？”

“每一位患者到医院来，心情都很紧
张，都很焦虑。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充
分的沟通，多听患者说一句，多为患者讲几
句。这样的话，我们的医患关系会慢慢好
转。”

这是在2015年“感动海南”颁奖典礼
上，主持人敬一丹与“感动海南”2015年十
大年度人物获奖者——高炳玉医生之间的
一段对话。

是的，“多听患者说一句、多为患者讲
几句。”这看似简单的工作方式，不少忙碌
的医生们却很难做到，而海南医学院附属
医院乳腺肿瘤外科主任高炳玉，却坚持了
16年。正是这份坚持，让他得到患者信
任，并获评为海南2014年度“寻找百姓身
边好医生”活动的“十佳好医生”和“感动海
南”2015年十大年度人物。

医者担当：
手机存着3000多患者号码

“你要不要高炳玉医生的电话号
码？我可以给你。你随时都可以给他
打电话。”在海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乳

腺肿瘤外科等待时，一个女患者对记者
说。

有高炳玉的私人电话，在许多患者看
来一点也不稀奇。你什么时候找他咨询，
他都会态度温和地为你解答。

打开手机通讯录，很多人能翻出几百
上千个电话号码，这些号码可能是家人的，
朋友的，工作伙伴的。但是，在高炳玉的手
机里，能翻出的还有3000多个病人的电
话。每天，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背后是很
多段感人的医患故事。

高炳玉是患者李素兰第一次遇到主动
给患者留电话号码的医生。

李素兰正准备做乳腺癌手术后的第四
次化疗。她仍记得，去年6月，当她得知自
己罹患乳腺癌的时候，心情跌到了谷底。
李素兰至今仍记得高炳玉那句举重若轻的
安慰：“你放心，现在医学很发达，我们会尽
全力给你治疗。”高炳玉给她灰暗的内心打
开了一个光明通道。

“我刚进来时，还没有安排到病房，他
就给我争取时间安排检查，还给我留了电
话。”令李素兰意外的是，自己每次发短信，
高炳玉肯定会回复，“这样的医生让我很感
动。”

高炳玉的手机号十多年来从未更换，
睡觉也不关手机，因为“怕病人找不到自
己”。打开他的手机，里面存着3386个电

话号码。其中，有近3000个号码是患者
的。

有时，高炳玉忙了一整天后，早上六点
仍在睡梦中就被病人打来的咨询电话吵
醒。虽然感觉有些累，但是高炳玉表示，

“病人患病已经非常痛苦，医生不能再用不
耐烦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不厌其烦的电话交流中，是一位医者
的耐心和担当。

医者良心：
16年拒收患者红包

由于工作繁忙，高炳玉常常以院为
家。“找他根本不需要看他的值班表。他每
天早中晚除了坐诊，都在病房。”高炳玉的
同事这样表示。

对于住院患者，高炳玉每天至少要查
房3次，“病情随时会变化，多去病房，患者
和家属看到医生踏实些，我自己也能睡得
安稳些。”有人问高炳玉：“不觉得累吗？”他
则表示，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再累也心甘
情愿。

高炳玉会为1%挽救患者生命的希望，
付出100%的努力。一次，一位25岁的男
性病人颜面部及双上肢水肿入院，经初步
诊断右前上纵隔肿瘤，术前治疗组讨论肿
瘤与血管没有间隙，手术难度极高，可能术

中出现大出血死亡并造成医疗纠纷。但
是，如果不治疗，会随时危及病人生命。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高炳玉主动与家
属反复沟通，并征得家属同意，最终利用胸
腔镜微创手术，成功将患者的肿瘤完整切
除，术后颜面及上肢水肿完全康复。“当看
到家属相拥喜极而泣时，我内心充盈着融
融暖意。这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足够了。”
高炳玉说。

从当医生的第一天起，高炳玉就认定
这是一份纯净而又崇高的职业。“我不管外
部环境中的价值观如何变化，始终认为当
医生就是要为病人服务，从病人的利益出
发。”高炳玉认为，如果医生把赚钱放在第
一位，那注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将心
思用在赚钱上很难把业务钻研到位。”

16年来，高炳玉已经记不清楚拒收过
患者红包多少次，但有一个数字他很清楚：
从未收过1个。他拒绝患者红包的方法很
直白，就是直接告诉患者和家属：“你送红
包会影响我的治疗。”

医者初心：
荣誉意味着更多责任和奉献

近几年，高炳玉走遍了海口、文昌、儋
州、东方、陵水等众多市县中最偏僻的农
村。每次到基层的农村送医送药，高炳玉

不觉得多苦多累。他希望能在短暂时间里
尽最大能力帮助老百姓解除病痛。如果在
当地不能解决的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让患
者到海口继续接受治疗，并留下自己的电
话号码。

每每看到患者释然的表情，高炳玉的
内心就会增添更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
他自己说过的，“医生最大的使命和幸福就
是为基层老百姓解除病痛。”

2014年11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
南省卫生厅联合推出2014年度“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生”活动。不少患者推荐了高炳
玉，海南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
次年，他高票当选为2014年度“寻找百姓
身边好医生”活动“十佳好医生”，并当选海
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2015年7月，他当选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第十二届委员。

更多的荣誉意味着更多责任。2015
年10月，高炳玉作为共青团中央、全国青
联等指导下的“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
成员，赴新疆开展义诊，免费手术，捐赠药
品。

2016年 1月，高炳玉又入选“感动海
南”2015年十大年度人物。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这位好医生。

面对各界给予的荣誉，高炳玉坦言：
“我本人并不愿意被报道宣传。但是，很多

人告诉我，这是一种正能量，我们要传递
它，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仁者，心怀苍生；德者，敬畏生命。用
最朴素的行动，高炳玉诠释了一名医者仁
和德的深刻内涵。

（小珂 付伟华）

高炳玉（右）在为患者进行手术治
疗。 （图片由医院提供）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50分 印完：7时4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