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共有120名患儿接受了免费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图为医生为患儿手术中。 海南省人民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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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如何发现
早期胃癌？

恶性肿瘤是目前影响人们生存
和生活质量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
是胃癌，它的发病率在恶性肿瘤中
居第四位，在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中
高居第二位。我国属于胃恶性肿瘤
的高发地区。而进展期胃恶性肿瘤
患者不但要承受非常大身体上的痛
苦，在经济上也要承担很重压力。
然而早期胃癌绝大部分可以在胃镜
下行微创治疗，可以达到根治性治
疗的目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
90-95%，不但可以取得节约医疗
资源的目的，患者的生存质量也是
大大的提高，所以发现早期胃癌尤
为重要。

大部分的早期胃癌患者并没有
非常典型的症状，有些表现是与慢
性胃炎相似的症状，如腹胀、早饱、
隐痛不适、消化不良等等，有些也是
没有任何不适的。那我们如何发现
早期胃癌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胃癌
的高发人群：1、年龄超过40岁的；
2、胃癌高发地区人群；3、幽门螺杆
菌感染者；4、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
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残胃、有肠
上皮化生及不典型增生；5、胃癌患
者的一级亲属（兄弟姊妹、父母、子
女）；6、高盐、腌制食品、吸烟及重度
饮酒的人群。以上符合一条均属于
高危人群。

那这些高危人群要通过何种
方法去发现它呢？胃镜检查仍是
目前发现和确诊的金标准。在胃
镜下医生可以通过各种染色的方
法，还有通过将病灶放大的方法去
鉴别是否是胃癌，还可以通过活组
织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有
很多朋友表示，做胃镜检查非常痛
苦，生不如死，所以非常抗拒。随
着社会对医疗人文关怀的重视和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大部分
医院都可进行无痛检查：即检查过
程无痛苦，检查结束后无记忆。所
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胃部检查，特别
是高危人群。

（海南省肿瘤医院综合内科副
主任 钟敦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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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植入人工耳蜗，让
他们复聪有望

12月15日、16日两天，虽然是周
末，但三亚市妇幼保健院6楼手术间仍
是一片繁忙。那两天，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为今年最后一批11名人工听障患儿
进行了免费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在这批11名接受人工耳蜗植入
的孩子里，来自陵水的12岁的小庆
（化名）是年龄最大的一个。虽然在3
岁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双侧极
重度耳聋，但由于家庭困难，小庆一直
没能得到系统性的治疗。2006年，小
庆的父母将他送去了陵水特殊学校的
启聪班，这些年来，小庆与人的交流基
本都靠着简单的手势。

今年，小庆成为海南省听力障碍
患者康复救助项目的受益者。“感谢
政府，这下我的孩子终于有希望听到
声音了！”获知除了人工耳蜗的植入
以外，此后的系统性言语康复训练也
都是免费的后，小庆的母亲多年来为
孩子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医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2岁
的小庆已经错过了人工耳蜗植入的
最佳时间，人工耳蜗“开机”后，他虽
然能听到声音，但也许永远都学不
会讲话。协助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开
展听力障碍救助相关工作的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辛
渊介绍，人说话需要听力中枢和语
言中枢的共同作用，但由于人的语

言中枢一般在6岁后停止发育，如
果原先有语言基础的大龄患儿，人
工耳蜗植入后对他们的听力及言语
康复效果会比较好，但如果没有一
点语言基础，那效果就会大打折
扣。因此患儿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越早越好，“最好在1岁以前。”辛
渊说，“由于条件有限，以前海南的
很多孩子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而海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听力障
碍患者康复民生项目，则为更多的
先天性听力障碍患儿提供了早筛
查、早诊断、早治疗的机会。”

让更多听力障碍儿童
走出“无声世界”

为加强儿童疾病防治，减少出
生缺陷所致残疾，建立儿童听力障
碍筛查、诊断、干预一体化工作机
制，我省将海南省听力障碍患者康
复救助项目列入2018年度为民办
实事事项，在全省开展听力障碍患
者康复救助服务。

项目在实施新生儿听力免费筛
查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听力
障碍患者康复救助服务，对从事听力
筛查、治疗和管理的医护人员进行专
业技术培训，对患儿家长开展听力言
语康复训练技术咨询与指导，完善我
省听力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管理
的一体化服务网络，预防因聋致哑，
减少我省新增的聋哑儿童。

项目覆盖我省户籍儿童及青少

年，涉及年龄段6个月-18岁，小龄
优先。2018年，项目为120名听力
损伤重度及极重度患者免费提供人
工耳蜗植入、术后调机和术后康复
训练，为250名中度患者免费验配助
听器及适应性康复训练。

在这个项目中，省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院（挂靠省人民医院）、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上海九院海南分院）和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作为诊疗定
点救助机构，负责听障儿童及青少年
的人工耳蜗植入及术后调机服务、助
听器验配及适应性康复训练。

“自今年4月份开始，医院成立
了项目组，并分4个亚组：门诊筛查
诊断组、听力检查组、人工耳蜗手术
组、术后康复和评估组，明确职责分
工，相互协调配合。为保质保量完
成目标，项目组多次组织医务处、财
务处、信息处、康复科、放射科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协调工作，
并制定相应工作流程。人工耳蜗和
助听器严格按照省卫健委文件要求
的入选标准和价格规定，严格把控
质量关，每个环节签名落实，确保项
目得以顺利实施。”省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今年民生项目的推进，我
们期盼未来海南能把听障儿童诊疗
康复纳入到大病医保体系，做到尽
早甄别，尽早救治，降低因聋致哑残
疾率。”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常务副院
长陆兆辉说。

2018年海南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助民生项目全部完成——

370人告别“无声世界”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刑益照

俗话说“今冬进补，来春打
虎”。冬季进补养生，膏方无疑是理
想的养生保健品。随着广大群众养
生保健意识的提高，近年来膏方越
来越受到不同年龄人士的青睐。

“长期以来，膏方在我国北方、江浙
和广东一带广受青睐，而海南人对
膏方的了解却非常有限，事实上，海
南冬季湿冷，膏方保健非常必要。”
海南省中医院院长蔡敏表示，长期
内服膏方，可达到补虚扶弱、抗衰延
年、改善亚健康状态、防病治病等功
效。大凡慢性病人、亚健康人群、老
年人、女性、儿童等需要调补身体的
人群，均可服用膏方。

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
痛”。进入严冬，机体也开始增加工
作量以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冬，
对高热量食品的需求增多，吸收功能
也变得更好，有助于将摄入的营养藏
于体内。蔡敏说，虽然海南冬天不像
北方那么严寒，但传统养生法的“冬
令进补”也同样适用于海南人。

因为冬季天气很冷，日照时间
也比较短，人的精力容易不足，所以
人们需要进补，为自己补充能量，比
如在冬天手脚冰凉，皮肤、毛发干
燥，失眠等，这些都是能量不足的表

现。从自然界规律来看，冬天应当
保存能量，减少消耗。并且由于生
活方式的改变，现代人冬天很难做
到减少能量消耗，因此需要从外界
提取能量补充身体，所以才有了冬
季进补的说法。

蔡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由于工
作忙，没有时间滋补，这时服用膏方
就是一种简单方便的滋补方法。膏
方，这种剂型，本身就是融合大量调
理、滋补的药材，浓缩成精华，缓慢滋
养，最适合慢病调理和补虚养精。

在一般人眼里，进补膏方好像

都贴上了老人“标签”，实际上，膏
方适用的人群特别广泛。广东省中
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来琼坐诊时表
示，服用膏方主要分为两大人群：一
是60岁以上老年人群，随着年龄增
长，身体功能逐渐减退，抵抗力也随
之下降，出现眼花、耳鸣、乏力、失眠
等状况，这类人群科学进服膏方，能
够调节睡眠，增强体质，起到抗御自
然衰老的作用；另一方面，年龄在30
至45岁、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青年
也是服用膏方的主要人群。

第二类人群以脑力劳动者、高
级知识分子为多。杨志敏解释，现
代人生活压力比较大，精神常年处
于紧绷状态，伤神严重，尤其是职业
女性，在外忙于工作，在内照顾家
庭，加上不懂得舒缓压力，整个人只
有张没有弛，容易出现疲劳、睡眠不
好、特别怕冷、月经不调等状况。

膏方主要作用是扶正补虚，固
本清源。脑力劳动者服用膏方，意
在把情志调理顺畅，使人体的状态
调整至最佳状态，是一个不错的内
在进补调理方式。

蔡敏表示，省中医院邀请名院名
中医为广大群众义诊，根据不同人群
量身定制膏方，严格按照一人一方，
个性化针对化定制，为广大群众提供
膏方保健滋补调理的咨询诊疗。

海南省中医院举
行第四届膏方节

本报讯 （记者徐晗溪 通讯
员刑益照）12月23日，“海南省中
医院第四届膏方节”拉开帷幕。
活动邀请了徐经世、杨志敏等国
家级膏方名家坐诊开方，同时安
排了肺病科、脾胃肝病科、针灸康
复科等12个科室的专家现场义
诊，为市民进行体质辨识，诊断与
开膏方。

据了解，中医理论认为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秋冬季节是一
年四季中进补的最好季节，而秋
冬进补，更以膏方为最佳，膏方节
旨在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提高
全民防病意识和能力，让广大市
民感受中医药在医疗保健和“治
未病”中的独特功效。

据悉，通过本次活动，省中医
院集中展示了中医药悠久的历
史、独特的方法、良好的疗效，让
社会了解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
生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了解中
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
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医、认识中
医，让中医药惠及千家万户，为大
众健康服务。

据介绍，省中医院未来还将根
据海南人的体质情况和健康状况，
结合市民经济条件考虑，推出针对
普通人群常见疾病、慢性病的协定
膏方，以惠及更多海南市民。

海南省卫生计生
监督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海南省卫生计生监
督协会近日在海口成立，这标志着我省卫生监
督工作在提供优质服务、规范执法行为、加强
自身建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海南省卫生计生监督协会主管单位是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卫生计生监督
协会的成立，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平台，协助卫
生监督部门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管理相对人的
沟通和联系，调动广大卫生监督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提高卫生监督能力和水平。协会将紧
紧依托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相关企业和全体会员，发挥专业优势，
创出工作特色，当好政府和卫生部门履行卫生
监督职责、发展卫生监督事业的参谋和助手，
促进我省卫生健康监督工作与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协调发展。

成立大会开幕式后，召开了海南省卫生
计生监督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了协会《章程》、《会员和会费管理办法》，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
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商讨了协会工作和今后
发展大计。

我省进一步推动健康促进学
校创建工作

学生校内体育活动
每天不少于1小时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曾滢西 孙永
超）12月 24日，省卫健委联合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创建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推动我省健康促进学
校创建工作。

《通知》要求，我省要积极推动将健康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大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健
康教育力度，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学生健康素养与科学
文化素养同步提升；要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
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大力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加强学校教学设
施建设，促进学校健康环境改善，重点做好心
理健康、预防近视、控制吸烟、环境保护、远离
毒品、预防艾滋病和意外伤害等健康教育工
作，强化健康行为训练，促进学生良好健康行
为的养成；开展学生体质监测，重视学校体育
教育，促进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配合，确保学
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构建
相关学科教学和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
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主
题教育相结合的“学校-家庭-社会”健康教育
模式；要在提高学生健康素养的同时，促进学
生家庭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进一步推动学生良
好习惯养成。

我省180余地贫患儿
获“国家项目”资助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
在省儿童医院举行的2018年“海南省地贫救助
项目”第二次患教活动上获悉，我省今年有180
余名地贫患儿符合条件，通过国家地贫（地中海
贫血）家庭救助项目资助，经专家评审后，相关
资助金将返给地贫家长账户。

省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主任王洁表示，今
年国家地贫家庭救助项目在海南共有300个
救助名额，由于今年8月份项目才落地，正准
备将剩余的名额申请延续到2019年申请。受
资助地贫患儿，治疗费用经报销后的自付部
分，该国家地贫救助项目报销75%，救助金额
3000——10000元，一次申请符合条件，将连
续资助3年。

据介绍，当前，治愈重症地贫的治疗方法只
有进行骨髓移植。海南省人民医院已为10名
地贫患儿开展了骨髓移植手术，目前术后效果
好。海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姚红霞表示，
我省地贫患儿等血液病患儿的骨髓移植技术已
经成熟，今后类似的疾病患儿不必出岛治疗。
据了解，目前，海南省儿童医院也正在建设层流
仓，为今后开展儿童骨髓移植手术等做准备。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

冬季进补有“膏”招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汤颖 黄毅

12 月 17 日，由海南
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海南省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医院）承担的
2018年海南省听力障碍
患者康复救助民生项目
第53台人工耳蜗植入术
顺利完成。就在当天，经
过全省各相关部门、各市
县的共同努力，2018年海
南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
救助民生项目全部完
成。项目共完成120例人
工耳蜗植入和250例助
听器验配。

引起听力障碍的

7大因素

1 遗传：据2010年统计显示，
我国先天性听障发病率为1-3‰，
其中50-60%由耳聋基因引起。因
此，准备怀孕的夫妇，不要忽视孕
前检查，特别是自己听障、有听障
家族史、曾生育过听障患儿的夫
妇，在孕前进行听障基因筛查，可
以预防或减少听障患儿的出生。

2 孕期：孕早期的病毒感染
（包括风疹、巨细胞病毒或带状疱
疹等）、孕期耳毒性药物的使用
（链霉素、庆大霉素等）、高危孕妇
（糖尿病、慢性肾炎、高血压、甲状
腺功能低下等），都会对孩子的听
力有影响。

3 婴幼儿期：新生儿出生时
如果合并严重窒息、严重黄疸、重
度羊水污染等，也可导致听力损
失。早产儿发育不成熟，引起听
力损失的比例会高于足月新生
儿。新生儿使用某些耳毒性药
物，也可能损害听力。

在儿童成长发育的过程中，
感染性疾病（脑膜炎、流行性腮腺
炎等）、耳毒性药物等是导致听力
损失的主要因素。

4 耳部外伤：耳部遭受各种
直接外伤，如掏耳朵、孩子将异物
放入外耳道、头部碰撞等，都容易
导致耳朵受损，影响听力。

5 噪音：噪声是导致听力障
碍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因
不当用耳发生噪声性听力损伤的
风险日益加大。

6 中耳炎：中耳炎是耳科常见
疾病，其中分泌性中耳炎是引起儿
童听力下降的常见原因之一。如
果儿童在感冒后、乘飞机或潜水时
出现听力下降，一定要及时就诊。

7 耳毒性药物：耳毒性药物
中以氨基苷类抗生素造成听障为
最多，常见的有链霉素、卡那霉
素、庆大霉素、新霉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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