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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2018年11月，83岁的王奶奶因
心血管疾病入院，期间，王奶奶的老
伴偶然发现她的口腔内有个指甲盖
大的溃疡。王奶奶告诉医生，自己的
这个口腔溃疡已经有一年了，不疼不
痒，但也没有愈合。因恰逢住院，王
奶奶顺便去了口腔科就诊，竟然被诊
断为口腔癌。这让王奶奶和家属都
大吃一惊：这个“小东西”竟然是癌
症，而王奶奶自己竟从未在意。

那么如何分辨普通的口腔溃疡
与口腔癌呢？海南省肿瘤医院头颈
外科主任钱永给出了四个很简单的
分辨方法：

1.看大小：
普通的口腔溃疡很小，一般2-3

毫米，很少超过5毫米；而癌性溃疡大
小通常大于1-2公分。

2.看疼不疼：
普通的口腔溃疡很疼，吃不下睡

不安的；而癌性溃疡通常不痛，等到
痛的时候一般都长到很大，或是晚期
了。

3.看质感：
普通的口腔溃疡，摸上去很软；

而癌性溃疡摸上去硬硬地，且溃疡上
有凸起，很不光滑。

4.看周期：
普通的口腔溃疡7-10天，就算

不治疗一般可自愈。如果还要长，它
会换一个地方长。而癌性溃疡会扎
根“老巢”，不会乱跑，不会自愈。

钱永建议，如果口腔溃疡超过两
周以上还没有痊愈的话，就要去医院
找专科医生辨别。同时，钱永也提醒
大家，口腔癌的发生与不良的生活习
惯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常街边撸
串、吃烧烤的习惯，这些食品中的辣
椒等调料较多。但他强调，辣椒本身
不会致癌，怕的是摊贩们为了口味或
成本会添加一些根本搞不清楚成分
的化学调味剂。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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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糖尿病 15 年了，2 年
的尿毒症，之前的生活质量那叫
一个差！”刘先生谈起手术前的
生活感慨不已。刘先生 15 年前
患上了糖尿病，从此就一直和胰
岛素作伴。

2016年，他发现自己双腿总是

反反复复地浮肿，并且血压升高。
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慢性肾
功能不全（尿毒症期）”。医生判定
是肾功能慢性衰竭，这是糖尿病并
发症之一。

被诊断为尿毒症之后的两年
里，刘先生只能靠每周3次的透析

维持生命。
在妻子的陪伴下，他也辗转很

多大医院就医，可一直没有改善。
2018年11月，刘先生来到海医二
院进行登记，等待合适的供体进行
移植手术。

“移植科经过综合评估，认为该

患者的胰腺和肾都出现严重病变，
单纯的药物治疗，或者单独进行透
析疗法、肾移植、胰腺移植都不能解
决问题，唯一有效的根治方法是胰
肾联合移植。”海医二院院长王毅表
示，此举可一并解决刘先生的糖尿
病和肾功能衰竭问题。

15年糖尿病患者受捐器官并成功接受海南首例

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医生说——

高水平移植
高水平捐献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谭莹 丘虎

用“防潮”克服“潮病”

“回南天”是天气返潮现象，主
要是因为冷空气过后，暖湿气流迅
速反攻，致使气温回升，空气湿度加
大，一些冰冷的物体表面遇到暖湿
气流后，容易产生水珠。海口市中
医医院中医专家彭彩钰表示，人一
受潮，七病觊觎。尤其是“回南天”
期间，呼吸道疾病多发，就连门诊的
感冒患者也比平时增长三成左右。

“‘回南天’频繁，雨水多，湿气
重，气温忽冷、忽热致人群流行性疾
病如感冒、流脑、水痘、扁桃体炎等
高发。”彭彩钰建议，最好、最简单的
防潮方式，就是紧闭家中的窗户，特
别是关闭朝南和东南的窗户，不给
湿气任何潜入的机会。

防潮的最重要时段是一早一
晚，每天的早晨6时至9时和晚上
8时至翌日凌晨2时，这两段时间
的空气湿度都较其他时段高。如
果不关上门窗，水汽就会侵入屋
里，很快整个房屋都是水汽蒙蒙。

如果想空气流通，彭彩钰建议
打开抽风机或冷气机，或者在中午
时候开窗通风。

湿气重易引发疾病

回南天防病勿做“湿人”

回南天如何
防潮去湿？

●●待机家电
在湿气较重时，可

让家电进入待机状态，
防止电器短路。

●●铺报纸
回南天时不妨在

地上还有桌子上铺报
纸吸湿。

●●点蜡烛
点蜡烛可以让水

汽没办法凝结，从而让
室内湿度减低。

（徐晗溪 辑）

小贴士

海南力争2020年
麻醉医师增至591人

鼓励海南医学院设立麻醉本科专业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1月8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卫健委获悉，省卫健委、省发改委、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医保局六个部门联合
印发《海南省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分步骤完善海南麻醉医
疗服务，其中，海南力争到2020年，全省麻醉医师
数量增加到591人，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提高到
0.65人，鼓励海南医学院设立麻醉本科专业。

《方案》提出，海南要力争到2020年，全省麻
醉医师数量增加到591人，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
提高到0.65人；到2030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
910人，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接近1人；到2035
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1000人，每万人口麻醉
医师数达到1人以上并保持稳定。麻醉医师与手
术科室医师配比更加合理，岗位职责更加明确，
麻醉与镇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众享有更
高质量、更加舒适的医疗服务。

在麻醉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方案》提出，鼓
励海南省医学院申报麻醉本科专业，在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教育中加强医学生麻醉学相关知识与
能力的培养，完善招生机构，提高教育质；加强麻
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化麻醉专业技术人
员结构，增设麻醉科护士、技师等辅助人员岗位。

为增强麻醉服务能力，《方案》提出将增加麻
醉资源供给作为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重点，支持市县医疗机构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麻
醉科建设；把三级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和手术科
室医师比例逐步达到1：3；二级及以下综合医院可
以根据诊疗情况合理确定比例，但不低于1：5。

我省还将扩展麻醉医疗服务领域，《方案》提
出，海南的医疗机构要在保障手术麻醉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手术室外的麻醉与镇痛，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舒适诊疗的新需求；优先发展无痛胃肠镜、
无痛纤维支气管镜等诊疗操作和分娩镇痛、无痛
康复治疗的麻醉，开展癌痛、慢性疼痛、临终关怀等
疼痛管理等。

今年全省将完成农户
改厕6.5万座以上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日前，海南省爱卫会
印发了《2019年海南省爱国卫生工作要点》（以下
简称《要点》），我省将加快推进全域卫生创建，
2019年全省要向全国爱卫会新申报至少7个国
家卫生城市（县城）和至少10个国家卫生乡镇。
2019年，全省完成农户改厕6.5万座以上。

《要点》指出，三沙、儋州、文昌、万宁、五指
山、东方、屯昌、陵水、昌江、琼中等市县要全力做
好国家卫生城市（县城）创建工作。同时，每个市
县（除三亚、三沙外）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至少做好
1-2个国家卫生乡镇创建工作。

2019年，澄迈、乐东、白沙等3个县城是国家
卫生县城复审年，必须在2019年3月底前向省级
提交复审申请。文昌、昌江、定安、琼中等4个市
县是省级卫生城市（县城）复审年，必须在2019年
6月底前向省级提交复审申请。海口、三亚、琼
海、保亭等4个国家卫生城市（县城）要做好2020
年度复审准备工作，其中海口、三亚、琼海必须在
2019年9月底前向省级提交复审申请。

《要点》提出，要坚持集中连片、整村推进，大
力加强农村改厕示范村建设；坚持建管并重，统
筹做好农村户厕粪污处理和后续管护工作；2019
年，全省完成农户改厕6.5万座以上。

晚餐后立刻睡觉易中风
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晚餐后至少1小时再睡可使患中风的风险
降低约2/3；每多等20分钟睡觉，中风风险可再
降10％。

研究人员对500位健康者、250位曾经中风、
250位曾罹患急性冠状动脉症候群的患者进行了
关于睡眠习惯、吃饭时间等信息的问卷式调查。
结果显示，与晚餐后1小时内就睡觉的人相比，那
些饭后60~70分钟才睡的人发生中风的概率降
低了66％。饭后70~120分钟才睡的人，其中风
概率减少76％。超过2小时后才睡的人，风险减
少的程度逐渐缩小。 （广州日报）

1月7日，经过一个多月的
康复，来自湖南的刘先生从海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海医二院）出院了。55岁
的刘先生是一名有着15年糖
尿病史的患者。糖尿病引发的
肾功能慢性衰竭，让刘先生只
能通过透析维持生命，进行器
官移植是他康复的唯一希望。
去年底，一名29岁青年意外去
世捐献器官，海医二院的医疗
团队为刘先生进行了胰肾联合
移植手术，这是我省实施的首
例胰肾联合移植手术。

刘先生只是这名男青年
爱心捐献的其中一名受益者。
这名青年去世时分别捐献了自
己的角膜、心脏、肺脏、肾脏、肝
脏和胰腺。这是海南省开展器
官捐献工作以来，公民捐献器
官最多的一例，他所捐献的器
官移植到了7个人的身上，为
7个家庭带来了生的希望。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董莉

本周海口气温明显回升，天气预报预测最高气温将达到
29℃。不过，随着气温的回升，空气湿度将再次攀升，可怕的“回南
天”也随之来临。在社交网络上，不少海南网民“怨声载道”，天气乍
暖还寒，忽冷忽热，时晴时阴，进入了南方特有的“回南天”。

每当出现“回南天”，空气湿度接近饱和，墙壁甚至地面都会“冒
水”，到处是湿漉漉的景象，对人们生活造成极大困扰。医生指出，
“回南天”潮湿、阴沉的天气也容易引起各种潜伏疾病的产生，除了
防潮，也要防病。

女性要保持内裤干爽

“回南天”衣物受潮、难干透，衣物
上的霉菌、滴虫、淋球菌、支原体和衣
原体等细菌会异常活跃，侵袭力增强，
而女性的会阴处是一个偏酸性温暖潮
湿的环境，非常利于厌氧菌的生长繁
殖。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妇科医生
蔡妮表示，这个时候，如果女性朋友不
注意私处的清洁和保健，就会极容易
被这些霉菌“盯上”，出现会阴瘙痒难
耐，严重的还会同时伴有异味。

蔡妮认为，“回南天”的衣物潮湿难
干，且没有经过阳光紫外线的照射，在
潮湿炎热的环境下，很容易成为霉菌真
菌的滋生地，穿上这种带菌的内衣裤，
自然易染上妇科炎症。如果出现了以
上症状，建议马上到正规医院的妇科就
诊。她建议，女性不要穿着过紧的三角
裤，尽可能保证内衣的干爽。

“女士们在‘回南天’时，要尽可
能让会阴部干爽，真的需要清洗会
阴时用清水即可。”蔡妮提醒，女性
经期期间要更加注意清洁卫生，因
为血液是细菌培养基，“回南天”气
温高湿度大更利于细菌繁殖，这种
天气换卫生巾的次数要更频繁。

中医妙招破解“潮局”

“回南天”一到，湿度过高、阴气
过重，人体的血液循环受影响。不
爱运动且日常久坐、长时间伏案的
人群，颈椎、腰椎和四肢的关节更容
易觉得沉重乏力，甚至周身不舒畅，
彭彩钰认为，这就是湿邪侵犯人体
的明显症状。

这个时候该如何预防呢？彭彩
钰表示，首先是注意防湿，尽量保持
居所和工作环境的干爽。

此外，每天最好抽一个小时左
右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持周身
气血的流畅。有明显湿重症状者，
可尝试到正规的医疗场所拔火罐或
做温针（将艾段套在针灸的针柄上
烧）治疗，也可遵循医嘱自行购买艾
灸盒在家中艾灸。

“食疗祛湿也是一种方便易行
的保健方法。”彭彩钰认为，市民煲
汤时适当加入一些药材，如薏米、
木棉花、云苓、淮山、扁豆、莲子、苍
术等。

“平时也可煮薏米红豆水代茶
饮，体寒者可适当加入当归、黄芪补
气。”彭彩钰推荐道。

“虽然对捐献者的情况我一无
所知，但是我十分感激他的爱心捐
献。”提起捐献者，一直侃侃而谈的
刘先生停顿了一下，沉思许久，“没
有他（捐献者），没有海医二院的医
护人员们，就没有我即将开始的新
生活，是他们共同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如果还有可能，我也希望能够
参与捐献。”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红十字会
获悉，这次胰肾联合手术的顺利
开展，正是因为有了这名29岁青
年的爱心捐献。他捐献了自己的
角膜、心脏、肺脏、肾脏、肝脏和胰

腺，这是海南省开展器官捐献工
作以来，公民捐献器官最多的一
例，他所捐献的器官移植到了 7
个人的身上，给 7个家庭带去了
生的希望。

“器官捐献，也是生命以另一
方式在延续。”王毅表示，器官移植

技术水平的发展与器官捐献密不
可分，器官捐献水平的高低决定了
当地器官移植水平的高低。他呼
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广大群众
正确了解器官捐献相关知识以及
捐献途径，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让生命走得更远。

去年 11 月 24 日，一名 29 岁
青年因高处坠落伤造成脑死亡，
经过家属同意，捐献出了他的角
膜、心脏、肺脏、肾脏、肝脏和胰
腺。海医二院根据患者登记顺
序，于当天早上 10点，紧急联合
为刘先生开展了胰肾联合移植
手术。

在海医二院移植团队的紧密
配合下，经过8个多小时的手术，

捐献者的胰脏和肾脏被成功移植
到了刘先生体内。我省第一例胰
肾联合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刘先
生的血糖稳定，肌酐正常，已经可
以出院了。

“他病了这么多年，我也担心
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可以睡个安
稳觉了。”刘先生的妻子李女士说，

“手术前我十分激动却也有点害

怕，但是我们非常信任海医二附院
器官移植团队，十分感谢这一个多
月来医护人员们对我丈夫的关怀
和照顾。”

多年糖尿病会引发肾衰竭，这
是糖尿病发展后的严重并发症之
一，同时也是医学上难以解决的问
题之一。

“联合移植手术比单纯的肾移
植、胰腺移植更复杂。”海医二附院

器官移植科曾凡军主任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由于胰腺血供非常丰
富，缺血也很敏感，使摘取器官和
移植手术难度都很大，在血供方面
也必须做到更加精细化的保护。
手术对医生技术要求非常高，属于
外科手术中高风险的复杂移植手
术，目前国内能开展此项手术的医
院不多。因为各方面原因，此前该
项技术在海南一直处于空白。

器官移植是他唯一希望

爱心捐献让他获得新生

捐献者让更多生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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