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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地区重大热带疾病的防
治与诊疗技术培训班开班

18名外国学员
来琼学习交流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10月24日，东盟地
区重大热带疾病的防治与诊疗技术培训班在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开班。来自缅甸等5个
国家的18名医生及研究人员，将围绕重大热带
疾病尤其是地中海贫血的发病机制、临床和实
验室诊断、治疗和预防；常规和最新的细胞遗传
和分子遗传技术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等课题开
展学习与交流。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20天，课程主要包括
重大热带疾病尤其是地中海贫血的发病机制、
临床和实验室诊断、治疗和预防；常规和最新的
细胞遗传和分子遗传技术在产前诊断中的应
用；胚胎着床前诊断中单细胞分析技术的介绍
和新进展；不孕症诊疗新进展；辅助生殖技术相
关遗传风险等。

此次培训班采用集中理论授课、实验演示操
作以及亲身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学员们还
将实地参观考察海南省生殖医学中心，海南省产
前诊断中心、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海
南省干细胞库以及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从多个角
度全面了解并掌握目前我国现有成熟的热带地
区疾病特别是地中海贫血的防治、诊疗相关技术，
并与我省专家进行现场交流。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主办，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香港中文大
学承办。

睡觉翻身头晕
可能是“耳石症”惹的祸
■ 本报记者 侯赛

头晕时，感觉天旋地转，躺在床上都不敢翻
身……出现这些症状时，有可能是耳石症惹的
祸。

近日，记者在采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海口分院（海口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主任韩秀琴时了解到，“耳石症”是一种
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疾病。目前，很多患者因为
对耳石症缺乏足够了解，长时间被眩晕症状折
磨，在求医的道路上走过不少弯路。

什么是耳石症？是耳朵里长了石头吗？医
生表示，耳石症的医学名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
性眩晕”，是指头部运动至某一特定位置时，出
现的短暂阵发性发作的眩晕和眼震。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耳石附着在内耳前庭
系统的椭圆囊和球囊中的耳石膜上，是人类重
要的位置感受器。耳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结
晶。正常情况下，内耳中的耳石的分解和合成
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某种因素打
破时，脱落的耳石可能移位到和椭圆囊相连的
半规管内,诱发耳石症。

据韩秀琴介绍，耳石症导致的眩晕，一般是
在身体处于某个固定的体位时发生的，例如早
上从床上起来、晚上睡觉躺下、熟睡中向一侧翻
身、仰头取物、低头刷牙等都可能诱发眩晕发
作，持续时间从几秒到几十秒，一般不会超过一
分钟。严重时，患者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呕吐、
出冷汗等症状。

长期患有不明原因的眩晕，可能是耳石症
惹的祸，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断。韩秀琴告
诉记者，医生首先会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史采
集，随后会对疑似耳石症患者进行体位变位试
验。过去，医生通过特殊的体位变化检查来诊
断患者是否患有耳石症。目前，该院购入了可
以诊断和治疗耳石症的仪器——眩晕诊疗椅。
患者被固定在旋转椅上，医生通过改变患者体
位来确定其是否患有耳石症。确定耳石异位的
位置后，医生通过眩晕诊疗椅自动旋转改变患
者体位，让进入半规管的耳石重新返回椭圆囊，
帮助患者缓解或消除眩晕症状。

一般来说，经过成功的复位治疗后，大多数
耳石症患者体位变化时出现的眩晕感可以立即
消失。韩秀琴提醒，有些患者经过复位治疗后，
可能还会有头部昏沉感。针对这种情况，患者
可口服一些药物减轻头昏症状，定期到医院复
查。平时，可以适当进行散步锻炼，让头部昏沉
感逐渐消失。

原本破旧的医院环境焕然一新、
停了多年的手术室重新开放、新开设
的妇产科病房温馨整洁……10月20
日，海口市桂林洋医院迎来了重要的
一天——该院由海南省皮肤性病防
治中心（以下简称省皮防中心）全面
接管后，正式重新投入使用。同时，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分中心也正式
在该院成立。

改造桂林洋医院
让江东片区患者看病不再难

据介绍，一直以来，由于缺少资
金投入，桂林洋医院办院条件差，人
才流失严重，连普通的住院分娩、检
测等医疗服务都无法提供，当地居
民看病只能往海口市区的医院跑。
虽然挂着二级医院的牌子，原先的
桂林洋医院却远远达不到二级医院
的要求。

“以前看个小病都得坐一两个小
时的车到市区，太辛苦了。”家住桂林
洋的吴贤明说。

为了提升江东片区的医疗服务
和紧急救援医疗能力，解决片区老百
姓看病难问题，今年2月，桂林洋医院
成建制整体移交省卫计委，采取省、

市、区共建的方式，由省皮防中心全
面接管，对该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
升级改造。

“接收桂林洋医院后，我们发
现该院有效技术设备总值不足100
万元，学科建设有待完善，人员流
失严重。医院要向大专科、大综合
转轨，我们面临着很多难题。”省皮
防中心主任、省皮肤病医院院长黎
青山表示。

经过180天的艰苦奋斗，省皮防
中心先后完成了桂林洋医院收接医
疗服务流程和就医环境、消防安全系
统的改造；整建制建设院前急救、院
内急诊，ICU一体化的EMSS急救体
系以及手术麻醉科、标准产房、内窥
镜诊疗和临床检验科。

“今后，桂林洋开发区、大学城的
医疗服务技术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黎青山表示，除了已经开设的妇产
科、普通皮肤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
外，今年桂林洋医院还将开设中医
科、眼科、医学美容科、预防保健科等
科室，开放床位86张。目前，该院已
经能够满足江东片区群众的基本医
疗需求。

主治医师吴国欢是桂林洋医院
的老职工。近180天里，他深深感受

到了医院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表
示，医院的环境、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不仅医
生的办公环境和患者的就医环境有
了巨大变化，医生的待遇也明显提
升了。“目前，医院病人的数量明显
增多，我们工作有干劲多了！”吴国
欢笑着说。

据介绍，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分
中心在桂林洋医院的设立，将大大提
升了该院的急救力量。120分中心的

建设，将有力提升桂林洋地区的医疗
急救能力，切实提高急救效率，提高
江东地区紧急医疗救助能力。

建设省第五人民医院
打造大型现代化医院

黎青山还透露，省第五人民医院
项目的建设也将很快启动。

省第五人民医院是我省卫生计
生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设项

目。该项目将在桂林洋医院原址上
新建，第一期项目建设预计将于明年
动工，争取用3年时间完工。该院规
划床位近1000张，开设内、外、妇、
儿、急诊等科室，未来将成为集医疗、
教育、科研、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现代
化医院和江东地区区域医疗中心，为
江东片区民众提供健康保障。

根据定位，省第五人民医院建成
后，将成为海口市江东片区的区域医
疗中心（医学中心）。该院皮肤专科
水平将达到国家级水平，成为国际医
学美容示范基地。

除了硬件设备的建设，省第五
人民医院项目的人才培养和储备
工作也已经展开。该院将实施“双
百”人才战略，争取在医院落成开
业时，拥有100名副高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和 100 名硕士以上学
历业务骨干。

“我们计划在3年至5年内，把
省第五人民医院建设成为高度信息
化、现代化、花园式的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进一步提升海口江东组团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为桂林洋地区群
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黎青山说。

（策划\小可 文\阿润）

■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特约

10月28日是重阳
节，也是我国法定的老
年节。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
占总人口的 15.5%。
目前，大部分老人都是
居家养老，海口市120
急救中心副主任欧阳
洁 淼 表 示 ，大 约 有
70%的老人急症发生
在家中。很多患者在
家中突然发病时，家属
的不当急救行为，可能
会加重患者病情。

家有老人，急救误区
■ 本报记者 侯赛

省皮防中心桂林洋院区投入使用
省第五人民医院建设项目即将启动

●发现老人晕厥后，家人
应迅速使其平卧，注意保暖，根
据具体原因进行急救。

●如果老人是因低血糖晕
厥，可以冲杯糖水让其缓慢喝
下

●如因心绞痛晕厥，应让
其立即服下急救药，再送医院

●如果唤不醒老人，应立
即拨打120

●如果老人呼吸及心跳骤
停，应该在等待120时采用心肺
复苏方法，具体方法是：确保老
人仰卧于平地上；将一只手的掌
根放在老人胸部两乳头连线的
中点处，另一只手的掌根置于第
一只手上，手指不接触胸壁；进
行胸外按压，按压时双肘须伸
直，垂直向下用力，按压频率至
少100次/分钟，按压幅度至少5
厘米，放松时掌根不能离开胸
壁；应尽可能持续地进行心肺复
苏，直到专业救护人员到达，或
老人恢复呼吸心跳

●如果老人意识清醒且无
不适，稍事休息后可将其扶起

●如果伴有呕吐，应将其
头部侧向一边，以防窒息

●如果老人昏迷或有语言
障碍，应立即拨打120

●如果伴有剧烈头痛或口
角歪斜等脑卒中症状，不能立
即扶起，以免加重症状，应立即
拨打120

●如果怀疑老人有腰椎损
伤，或不能确定情况，建议不要
随意搬动，等待专业医生救援

（文字\侯赛 制图\许丽）

对感冒等小征兆毫不在意

因天气突变，海口市民邢女士突
然感觉头痛。她以为只是小感冒就没
有太在意，不料近日却因突发脑溢血
被送至医院。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前一
般会有某些征兆，如胸闷、气短、眩晕、
恶心、呕吐等。”杨国帅提醒，高血压患
者除了要及时治疗疾病，还要根据天
气变化适时调整活动场所、增衣添帽、
改变饮食，防止脑溢血发生。

此外，欧阳洁淼特别提醒，一些患
者家属因为心急，拨打120电话时不
说清楚家庭住址就挂上电话。当工作
人员回拨电话时，电话有时又处于占
线状态，这样就导致急救车不能及时
到达救护现场。家属拨打120急救电

话后，应详细向接线员说明救
护车接车地点；和接线员说明
患者现状，了解正确的急救

措施。

对患者置之不理
等待医生救援

“跟胡乱施救相比，有的家属
认为什么都不做只等待医生救援
是对患者最好的处理方式，这也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欧阳洁淼表
示。

据了解，一位老人在家中突发
中风，并伴有严重呕吐症状，家人虽
然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但当
医生赶到现场时，老人已窒息死亡。

欧阳洁淼告诉记者，如果患者
出现昏迷，家属必须保持患者呼
吸道通畅；如果患者有呕吐症状，
家属应立即为其清洗嘴里的呕吐
物，并把患者的头偏向一侧，以防
头部震动而加重病情，同时还要
用手帕或纱布把患者舌
头拉出，防止舌头下坠引
发呼吸道阻塞。心血管
患者应采取右侧卧位，吸
氧、制动，或是让清醒的
患者以其感觉最舒适的
姿势静处。

随意摇晃晕倒患者

接受采访时，海口市120急救中
心副主任欧阳洁淼，向记者讲述了一
个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急救案例。
一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外出
买菜时突然晕倒，在场的几位热心人
不断摇晃患者的身体试图使其恢复
清醒。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是脑溢
血患者病发时，如果被随意摇晃身体
极有可能会加速出血症状，从而加重
病情。”欧阳洁淼提醒，秋冬季是心脑
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患者应该减少
单独外出的次数，或者随身携带一张
写明病史和血型的卡片，方便医护人
员进行紧急救治。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急救
行为是患者发病时，家人急于救治，在
救护车到来之前就搬动患者。欧阳洁
淼表示，脑血管患者被背负时，头朝上
的姿势会增加颅压，加重病情；心血管
患者被背负时，胸部会受到压迫，影响
呼吸和心脏扩张。心脑血管患者发病
时，背患者下楼等救护车是最不可取
的行为。

速效救心丸当万能药

近期，琼岛气温开始转凉，记者走
访海口多家医院时发现，老年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明显增多。

“许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仅随
身携带速效救心丸，还将其当成‘万能
药’。”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杨国帅告诉记者，生活中经常见
到，有人当街昏倒时，路人会立即拿出
速效救心丸塞入患者口中。其实，这
种做法有可能会加重患者病情。

“中风是脑血管堵塞引起的，而速
效救心丸是缓解心血管堵塞的，所以
给中风患者服用速效救心丸是药不对
症。”杨国帅解释，速效救心丸能缓解
心绞痛，但并不是万能药。脑部缺血
的中风患者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后，
可能会扩张血管，导致血压下降。患
者此时脑部本来就需要血液供应，服
用速效救心丸却加重了脑部缺血的情
况。

杨国帅建议，如果中风患者或家
属能够识别中风症状，在怀疑中风发
作时，应该在发病3小时内立即到医
院进行溶栓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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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倒后的家庭急救

跌倒后的家庭急救

如果遇到突然昏倒
的老人，呼之不应、推之
不醒，但呼吸、心跳依然
存在，家人应该及时予
以正确施救。

家人发现老人跌倒
时，应先观察其表情、神
态，询问摔倒原因，再给
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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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人身患多种慢性疾病，是各种急症的高发人群。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健康百科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