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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孙永超

3月2日上午9时许，海南省
人民医院海南省耳鼻喉头颈外科
医院一楼大厅内，在由医院联合
海南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中心举
办的第20次全国“爱耳日”义诊
活动现场，挤满了前来咨询及检
查的群众。此次义诊活动除了为
人们提供新生儿听力筛查及聋病
遗传咨询、听力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咨询等，还为100名群众提供
免费的耳聋基因筛查检测。

据免费提供检测试剂的公司
负责人介绍，根据统计，我国人群
中耳聋基因携带者约6%，这些携
带者中很多并没有任何症状，但如
果夫妻双方都携带有耳聋基因，则
有四分之一的概率会遗传给下一
代。而如果母亲是药物性耳聋基
因携带者，她的孩子则百分之百是
该基因携带者。进行耳聋基因检
测，可以对先天性耳聋进行早预防
和早干预。“比如是药物性耳聋基
因携带者，只要避免使用致聋药物
就可以避免致聋。”该负责人表示，
遗憾的是，目前，我省大多数群众
甚至很多基层医生对耳聋基因检
测的认知还很不足。

海南省人民医院耳科专家赵
质彬教授表示，随着国家对药物
使用特别是儿童用药使用的管控
越来越严格和规范，药物性耳聋
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但如今，噪声性耳聋的比率正在
不断上升。据统计，全世界约有
11亿人患有噪声性耳聋，发病率

为5%-12%。
“现在很多人喜欢长时间带

耳机听音乐、打游戏，去噪音很大
的娱乐场所等，都会对听力造成
损伤。”赵质彬表示，在她接诊的
很多患者中，不少是青少年，“很
多高中生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的情
况，这些问题还会引发心理焦虑。”
她表示，噪声性耳聋是不可逆的，
并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唯一的办
法就是预防，在出现听力损伤后要
保护好残余听力。

赵质彬提醒，避免噪声性耳
聋，在戴耳机的时候，音量不能超
过60分贝，具体来说就是不要超
过调控音量的三分之二。戴耳机
听音乐的时间一小时后就要休息
半小时，一天戴耳机听音乐的时
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很多青少
年喜欢带着耳机听音乐睡觉，这

对听力损害是很大的。”同时，对
耳机的选择也很重要。一般来
说，插入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
远远大于头戴式耳机。最后，她
提醒，在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一
定要戴防护耳塞。

去年，我省听力障碍患者康
复救助民生项目成功救助了370
名患儿，帮助他们获得新“声”。
今年，这项工作仍将继续。“只要
有需要的患者，拨打海南省优生
优育公共服务中心的电话或者
我们定点救助医院的电话，都可
以咨询及申请相关项目。”赵质
彬介绍，作为项目定点救助机构
之一，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耳
鼻喉头颈外科医院为有需要的
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符合条件
的患者通过审核后便可接受免
费救治。

复旦儿科医院托管一年多

省儿童医院“茁壮成长”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近日，来自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以下简称复旦儿科医院）的新生儿
科副主任王来栓受聘为海南省儿童医院学术主
任。下一步，他将与海南省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科
主任一起，制定科室未来发展计划，进一步提升
科室在科研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水平。据介绍，复
旦儿科医院还将派出15名儿科专家，进一步对海
南省儿童医院实现全方位帮扶，力争让更多海南
患儿大病不出岛。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儿科专科水平，2017
年，省委卫健委（时为省卫计委）与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共同签署委托管理框架协议，由复旦儿
科医院对海南省儿童医院进行托管。2018年12
月24日，复旦儿医与省妇幼保健院正式签署了托
管省儿童医院补充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五年内
委托管理工作目标，在5年内向省儿童医院进行
技术平移、品牌平移和管理平移，全面提升省儿
童医院的管理水平、科研水平和服务能力。

复旦儿科医院副院长、海南省儿童医院院长
翟晓文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目前，海南省儿
童医院已经开设了12个病区，开放300余张床
位，其中包括有外科、新生儿科、儿科3个省级重
点专科。她表示，为帮助海南整体提高儿科医疗
水平，复旦儿科医院与海南省儿童医院的合作，
将从“医疗帮扶”上升到“全面支持”的高度。“我
们把海南省儿童医院定位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在海南的区域医学中心，对标总院同步发展，专
科化推进，复旦方面的管理专家、专科主任实行
沪琼两院“双聘制”，上海专家在海南坐诊时间不
少于半年，不断增加救治病种。争取用3年到5
年时间，把海南省儿童医院建成全国一流水平的
三级甲等区域儿科救治中心。”

东方落实为民办实事民生项目

免费治疗本地户籍
肺结核和肾衰患者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文东雅）“在本
地就能接受治疗，还免费。”日前，在东方市人民
医院，一名东方籍肾衰患者正在做血液透析。该
名患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过去她都是去海口做
血液透析，自从东方有了免费血液透析项目后，
她卸下了重重的心理负担。

近年来，东方把为本地户籍肺结核和肾衰患
者提供免费治疗作为一项为民办实事来抓落实，
将东方市人民医院作为肺结核和肾衰定点治疗
医院，积极开展救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东方市人民医院根据往年的肺结核和肾衰
患者就医门诊及住院量，结合精准扶贫、健康扶
贫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关怀措施和管理实
施细则，制定了《东方户籍肺结核和肾衰患者免
费治疗实施工作方案》，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患
者的就医治疗。

“政府为了改善民生，对血液透析和肺结
核提供免费治疗，从门诊到住院，东方户籍的
患者都不需要花钱。”东方市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底，东方市人民医院共免
费治疗结核病住院和门诊患者1613人次，接受
血液透析治疗的东方籍患者人数有2849人，总
共投入资金267万元。

周末补觉
不能弥补睡眠不足

近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肯尼
斯·赖特教授团队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
表明，睡眠不足是代谢紊乱的风险因素，随意的
周末恢复性睡眠，也就是补觉，对于因睡眠不足
造成的代谢问题没有帮助，也不能解决工作日长
期睡眠不足的问题。专家建议，为保证健康，成
人每晚至少要睡7个小时。

肯尼斯·赖特教授团队招募了健康的年轻志
愿者，将其随机分成3组：第一组保证每晚9个小
时的充足睡眠时间；第二组每晚只睡5个小时；第
三组前5天每天睡5个小时，周末两天想睡多久
睡多久，再之后两天每天只睡5个小时。结果显
示，第二组和第三组受试者因睡眠不足导致晚餐
后摄入更多零食，体重增加。第三组受试者周末
比平时多睡平均1个小时，晚餐后摄入的额外热
量也比睡眠不足的人要少；而周末过后，他们重
新回归到睡眠不足的状态时，生物钟延迟，晚餐
之后吃得更多，体重也继续增加。

研究发现，第二组受试者的睡眠受限与他们
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约13%有相关性，而在周末可
以多睡一会儿的第三组受试者的胰岛素敏感性
仍然较低，周末结束再次回归到睡眠不足状态
后，受试者整体、肝脏和肌肉的胰岛素敏感性减
少了9%～27%。

肯尼斯·赖特介绍，补觉的受试者肌肉特异
性胰岛素敏感性和肝脏特异性胰岛素敏感性更
差，而一直睡眠较少的人却没有发现此类代谢异
常。这进一步表明，当长期缺乏睡眠时，补觉可
能对因睡眠不足造成的代谢问题没什么帮助。

（健康报）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孙永超

“哦哦，就好了哦，乖。”3月3
日，在海南省儿童医院的一间诊室
内，耳鼻喉科主任丁军正在给不到三
个月大的涵涵安装耳矫正系统。涵
涵在新生儿筛查中被发现耳廓畸形，
左耳环缩耳，导致一边耳朵大一边耳
朵小。

“耳廓畸形的孩子并不少见。
其实，只要在孩子出生6周至3个月
内进行矫正，十几天就可以达到很
好的纠正效果。”丁军表示，根据相
关调查显示，我国耳廓畸形发病率
在43.46%。导致耳廓畸形的原因
有很多种，比如胚胎发育时出现问
题、胎儿在母体子宫里耳廓被压了、
在产程中受到挤压等，都有可能导
致耳廓畸形。但只要治疗及时，有
95%的耳朵形态畸形是可以纠正
的，“我们常见的招风耳、垂耳、隐耳
等，都属于耳朵形态畸形。但很多
家长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给
孩子捋捋耳朵就会长好了，导致孩
子错过了最佳的矫正时机。”

丁军表示，耳朵形态畸形虽然
对孩子听力没有影响，但是很多孩
子会因为自己的耳朵形状和别人
不同受到嘲笑，造成心理伤害。“特
别是一些女孩子，总是留着长发遮
住耳朵。”丁军提醒，孩子六岁以
后，就只能通过手术矫正了。

数量不多却也是技术担当

提起妇产科的男医生，相信很多
女性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尴尬啊！”让
男医生为自己做妇科检查，这让一些
女患者接受不了。于是，在门诊中，经
常会有女患者排到男医生的号，宁愿
重排一次。遇到这样的患者，妇产科

男医生们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住院楼妇

产科8层，细心的人会发现，整整一
面专家医生履历介绍墙，只有妇产科
主任黄守国唯一一位男性医生。

谈到很多人对妇产科男医生的
好奇，黄守国表示：“现实中，很多看
似女性专属的行业，男性也可以做得
很好。”

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整个产科
17位医生的团队中，“90后”住院医
师刘健同样是目前唯一的一位男性
产科医生。

谈起选择产科的初衷，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自己的母亲曾在怀孕
时患上严重的妊娠期高血压，分娩时
也曾遭遇生命危险，选择妇产科是希
望帮助更多像妈妈一样有着同样遭

遇的女性患者。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虽然现

实中，我省妇产科男医生的绝对数量
不占优势，只占总数的10%左右，但
很多都是科室的骨干。省内不少知
名三甲综合医院，如海南省人民医
院、海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海口
市人民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等医院
的妇产科主任或者妇科主任都由男
医生担任。

“事实上，医院的妇产科是一个
综合性的科室，医生的工作涵盖了从
女性怀孕那一刻起一直到最后生产
的整个过程。男医生精力充沛，能支
撑大型手术；性格方面冷静和理智是
他们的特色，所以更有优势。”采访
中，一位从业20多年的男医生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妇产科“小鲜肉”常被拒

妇产科男医生在工作中是否遇
到过挑剔的女患者呢？他们又有什
么不为人知的尴尬呢？

“您所说的挑医生的患者，恐怕
得的病往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病。一些优秀的妇产科男医生，患者
多到‘一号难求’呢！”海口市人民医
院妇产科护士长林铃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该院妇产科主任黄守国，门诊
号只要一放出来，基本一抢而空，根
本不存在“患者挑医生”的情况。她
认为，“患者挑不挑医生，最主要还是
看医生的技术和口碑”。

事实上，妇产科的男医生要获得
患者认可的确需要付出更多，也需要
经历更多时间的淬炼。

采访中，黄守国袒露，自己24岁
就当了妇产科医生，年轻的时候也经
常遇到被患者拒绝的情况。

“虽然有些患者会觉得尴尬，但
对医生来说，到最后往往是记不住患
者的样子，只记住了异常的报告单
子。”黄守国笑道。

从事妇产科工作4年的年轻医

生刘健遭遇过不少被拒绝的尴尬。
曾在一次病房查房的时候，一位患者
坚决不让他做检查，最后还是临床的
病友们帮忙缓解了尴尬。

刘健在工作中发现，年轻的初产
妇往往会比较保守，如果是丈夫陪同
产检，患者拒绝的情绪会更加明显。
他认为，要改变女患者对男医生的排
斥，丈夫的态度也很重要。

时至今日，刘健也积累了不少对
待保守患者的小妙招。比如，首先他
会给患者耐心解释，医学不分性别，要
以病情需要为重。实在无奈的情况
下，他也会使出“杀手锏”：“您不让我
做检查，手术室里面还是会有其他的
麻醉男医生和手术男医生啊。难道都
拒绝不成？”往往最后患者都会理解。

希望女患者不因性别
拒绝男医生

虽然妇产科男医生难免会遭遇
一些尴尬，但每天可以见证新生命的
诞生却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从事妇产科工作13年的海南省
人民医院产科医生、产前诊断博士吴
栋才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今年2月
份的一个凌晨，他在值班过程中接到
一位前置胎盘大出血的产妇，在经过
他和值班团队紧急抢救后，产妇顺利
分娩且母子健康，当看到孩子父亲接
过孩子，幸福到流泪的一刹那，感觉
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谈到三八国际妇女节自己最
想说的心里话时，刘健说，每一位医
生入职前都要牢记希波克拉底誓
言。誓言要求，每一位医生都不能因
为性别而歧视患者。他希望患者也
不要因性别歧视妇产科男医生。

此外，刘健还希望丈夫们能多陪
妻子做产检，要对妻子孕期的不良症
状有所了解，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在
妻子丧失自觉意识的情况下，身为丈
夫，有责任在紧急关头给医生提供最
准确的信息，保护妻子的生命安全。

妇产科并非女医生“专利”，期盼对男医生少些排斥多些理解——

听妇产科“男神”说说心里话
■ 本报记者 侯赛

噪声性耳聋的比率正在不断上升，专家提醒：

戴耳机听音乐一天勿超3小时

特别策划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是人们向巾帼英雄们
致敬的日子。但却有这
样一群“须眉”，每天都与
女性们打着交道。他们
是妇产科男医生，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着医者仁心，
保卫着妇女同胞们的健
康。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
走访调查发现，我省妇产
科男医生数量虽只占到
妇产科医生总数的10%
左右，但他们中却有不少
人担任着医院的妇产科
主任或产科主任，是女性
患者的健康保护“男
神”。那么，这些妇产科
“男神”们日常工作中都
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
他们又是怎样让女患者
对他们敞开心扉的呢？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
故事。

关注全国爱耳日

很多男医生也是妇产科的技术担当。图为妇产科男医生在
手术中。 海口市人民医院供图

爱耳日活动中，医生在为小患儿检查听力。 林新宇 摄

■ 本报记者 侯赛

分娩自古至今一直是多数女性
必经的一道坎。随着医疗技术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镇痛分娩
（俗称：无痛分娩）一词也逐渐走入人
们的视野。

今年1月1日起，镇痛分娩正式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而作为我
省最早引进镇痛分娩技术的妇产科
医院——海南妇产科医院已将该技
术在海南有效推广实施20余年。

“那种感觉就是‘一秒钟进天
堂’，前一秒还痛得死去活来，打上麻
药的那一秒，就可以幸福地呼呼大睡
了。”近日，躺在海南妇产科医院病
床上的产妇刘应城回忆刚刚过去的
分娩经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刘霞是海南妇产科医院最早一批
接受镇痛分娩的产妇之一，她用“谈笑
间生孩子”来描述当年的分娩感受。

“对于产妇来说，镇痛分娩可以缓
解80%以上的疼痛，不仅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分娩的疼痛感和产后疲倦，还
能使产妇在时间最长的第一产程得到
充分休息，降低产程中的体能消耗，当
宫口全开时，有足够的力气完成分娩。”
海南妇产科医院业务院长何春英介绍，
如今在海南妇产科医院，选择镇痛分娩
的顺产产妇已经达到80%以上。

上世纪90年代，镇痛分娩技术的
推广彼时在国内刚刚起步推广，海南
妇产科医院嗅到这项新技术的推广
前景，决定在海南率先试水，从美国
引进先进镇痛分娩技术。

拥有20多年助产经验的海南妇
产科医院产房护士长赵忠华打了一
个生动的比方，“如果说生孩子是一
次登山，那么，采用镇痛分娩就像坐
着缆车上山，当然也有产妇喜欢‘徒
步上山’，不同的分娩方式会收获不
一样的人生体验。”

镇痛分娩技术逐步推广

生孩子也可
舒适并快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