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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共270名“京医老专家”在琼传技献智

这个好！家门口享国字号诊疗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马珂 通讯员 徐敬

■ 本报记者 马珂

近日，脑干肿瘤患儿小齐在医
护人员的“护航”下终于逛上超市
的消息经海南日报报道后，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脑干肿瘤这
种疾病，也为人们所注意。脑干肿
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这
种疾病为何如此难以治疗？就此，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海南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儿童神经
外科主任顾硕。

顾硕介绍，在儿童恶性实体肿
瘤中，脑肿瘤是排名第一的。由于
儿童脑肿瘤长在脑部，很容易被家
长忽略，且治疗难度很大，很多治
疗效果也不理想。其中，脑干胶质
瘤（脑干肿瘤）是脑肿瘤中最恶性
的一种，也是儿童脑肿瘤患者最主
要的死因。

顾硕介绍，脑干胶质瘤生长的

位置和生长方式会导致患儿出现
不同的临床表现，很多临床表现往
往会被忽视。比如有些患儿会出
现头疼、呕吐，有些患儿则出现频
繁的呼吸道感染、吞咽障碍等。

“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如果
这个位置长了肿瘤，会导致全身
系统瘫痪并最终死亡。”顾硕表
示，脑干胶质瘤目前对医学界来
说仍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几乎是
一种“绝症”。目前，针对脑干胶
质瘤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和放
疗。但由于脑干的特殊性，想通
过手术切除脑干肿瘤难度非常
大。如果肿瘤只是局部性的，还
有切除的希望。而如果是弥漫性
脑干肿瘤，想通过手术安全切除，
就目前的医疗技术来说几乎是不
可能实现的，患者往往会因为脑
干损伤而死亡。

目前放射治疗依然是脑干胶

质瘤治疗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通
常能够缓解临床症状。但是放疗
后症状缓解时间不一致，也有临床
症状加重的情况发生。化疗药物
治疗脑干胶质瘤的研究也有所进
展，但目前还没有一种化疗方案对
脑干胶质瘤有确切的效果。“目前
免疫治疗和基因靶向治疗也都还
在临床研究阶段，有望成为脑干胶
质瘤治疗的有力手段。”顾硕说。

“医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并
非万能，面临很多疾病也有毫无办
法的时候。在医疗技术无能为力
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更应该做的
是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顾硕表示，人文关怀是医学中永
恒不变的主题，面对一些无力回天
的疾病，医护人员要为患者提供临
终关怀，尽力提高患者存活时的生
存质量，用人文关怀去弥补医学技
术的不足。

年前口腔的这些事儿，
要尽快解决！

■ 本报记者 马珂

被很多家长奉为“神器”的退热贴真的能退热
吗？孩子发烧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海南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的冯乃超医生一一为大家解
答。

“很多家长经常使用的退热贴，其实属于物理
降温用品，是通过凝胶中水分汽化将体内的过多热
量挥发出去，从而达到降低体温的效果，效果因个
体差异而不同。冰枕、退热贴、温水浴等物理散热
方式，最好是作为辅助手段来帮助退烧。若使用过
程中小朋友出现畏寒、颤抖应立即停止使用。如果
孩子发烧到38.5℃以上应采用小儿安全的退烧药
降温，单纯靠退热贴达不到理想退热效果。”冯乃
超医生介绍。

冯乃超医生提醒家长，许多家长对于小朋友发
烧还存在着许多误区，有些误区甚至会危及孩子的
性命，一定要认识清楚。

★误区一：盲目吃退烧药
退烧的目的并非是迅速降低体温以致康复，而

是减少不舒服的症状，然后通过多喝水、多休息等
慢慢恢复到正常。盲目地吃退烧药或者打退烧针
反而会掩盖了真正的病症，用药强硬压下病毒，却
不料病毒进入大脑引起脑膜炎，也是大家俗称的

“烧坏脑”。
退烧药一般是体温在38.5℃以上再服用，而

且一定要谨遵医嘱，切忌服用过多，否则增加儿童
肾脏负担以及对肾脏造成伤害。

★误区二：捂出一身汗就好了
在很多老人的观念中，孩子发烧了捂一捂出一

身汗就好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这是万万不可
的。因为婴幼儿体温中枢神经未发育成熟，不会像
成人一样捂汗就能降温。相反，越捂体温越高，在
捂热较长时间后，患儿体温上升到41-43℃，容易
引发“捂热综合征”，甚至危及生命。

孩子发烧的正确处理方式
在发烧期间，要注意饮食清淡。
尽量穿着宽松的衣服，用温水洗澡，换下有汗

的衣服，避免加重发热。
不要轻易用酒精擦身，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
如果孩子发烧时同时存在神志呆滞、面色差、

脾气焦躁、气促、喘息、呕吐或腹泻等特殊症状，以
及高烧持续不退，甚至达到40℃以上，请马上到医
院就医。

退热贴
真的能退热吗？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向社
会公开征集院徽，作品入围将奖励5000元，采用后
奖励5万元。

据了解，此次征集院徽，是为了建立百年老院
传播印象、创作出“三大中心”国际化发展形象、突
出医院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中卫生与健康工作
的作用。

征集要求：
·展现百年老院历史底蕴、海南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征以及国际化定位
·院徽设计区分出内圈和外圈
·院徽设计简单明了，色彩鲜明，易懂易记
·包含“海南省人民医院”和/或英文“HAIN-

AN GENERAL HOSPITAL”字样
·包含设计说明（字数不限），主要阐述院徽设

计的基本元素、理念、思路、形式与含义，要求与院
徽同时递交。电子设计稿、手绘稿均可（若手绘稿
入围，要求提供应征者提供电子设计版，否则不予
入围）

征集时间：
征集从公告发布之日起
截止时间2月29日
投稿方式：
发电子邮件至：xcb2610@163.com
邮件主题及附件名字格式为：海南省人民医院

院徽投稿+单位（个人）姓名。
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号行

政办公楼105室；邮政编码：570311；投稿请在信封
左下角注明“海南省人民医院院徽投稿”。

海南省人民医院院徽
等你来设计！

本报讯（记者马珂）1月14日，我省举办纪念第
67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暨第33届“中国麻风节”
慰问活动。据悉，我省麻风病疫情在几代麻风病防
治工作者的努力下，已进入低流行期。2017年，我
省18个市县就已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的指标。

据了解，全省共13所麻风院村，截至2019年
底院内仍留有304名休养员。1月14日，由省卫健
委牵头，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红十字会、省残联
等部门一起到部分康复病区看望休养员，并带去慰
问品。

我省达到
基本消灭麻风病指标

“韩老师，科里接诊了一名
患有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
的高龄患者，需要您的支援。”近
日凌晨，69岁的“京医老专家”
韩喜春接到电话后，立即起身赶
往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普外科。在他的带领
下，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患者化
险为夷，保住了性命。

这样的情景，在韩喜春帮扶
三亚中心医院的4个冬天里，时
有发生。

曾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工
作了44年的韩喜春与海南结缘，
是因为“京医老专家百人团”智
力帮扶海南项目。

临近春节，很多人都已经买好
新衣服、新对联，正在美滋滋地等着
过年，但是别忘了给口腔来个“翻新
装修”。年前关于口腔的这些事儿，
千万要抓紧完成，过年才能肆无忌
惮地享受美食过好幸福团圆年！

① 洁牙：新年新面貌，去年抽
的烟、喝的咖啡、喝的茶，残留下来
的牙渍、牙结石、牙菌斑是时候来个
大清理了。每半年至一年定期洁
牙，能够有效清除诱发牙周疾病的
病因，预防牙周疾病的发生，年前洁
牙已是很多人士的首选目标，过年
就要牙齿干净无瑕！

② 儿童窝沟封闭：过年是孩
子吃喝没有限制的快乐假期，什么
好吃都往嘴里塞，尤其是过年必备
的糖果和饮料，而富含糖类的食物
非常容易腐蚀牙齿，若孩子不好好

刷牙，蛀牙则是新年孩子必得的口
腔疾病。儿童窝沟封闭能够有效
预防龋齿（蛀牙）的发生，减少发生
几率，但并不是进行窝沟封闭就不
会得蛀牙，孩子的口腔健康，需要
父母有良好的意识，养成孩子良好
的护牙习惯。

③ 补牙：牙齿发生断裂、缺损、
蛀牙，都可以通过补牙完成，现在的
补牙材料一般采用3M树脂，对牙齿
和人本身没有伤害，补牙技术已非
常优秀，色泽亮度能与真牙完全相
似，看不出任何异常。过年不要让
牙齿“断”着过年，新的一年才会

“顺”！
新年将至，美丽也要美到牙齿

上，不让微笑尴尬。口腔治疗、修复
等请选择专业、正规的口腔医院，让
口腔健康，让微笑自信。

大医精诚 大爱无疆
不少专家选择连续参加

海南帮扶

“连续4年来到海南帮扶，我早已把
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每年都要回家看
看。”韩喜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对海
南已经有了深厚的情感。

“在诊疗过程中，专家们心系海南群
众，有不少专家在一轮结束后选择连续
参加帮扶，项目“感情留人”“环境留人”
效应明显。”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道。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西医结
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永春也在文昌市
中医院连续帮扶了4届。在文昌市中
医院的诊治中，他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患
者病痛，和声细语地向患者讲解，深得
患者好评。

据悉，众多京医专家积极融入、参与
各类社会公益事业。部分专家还利用个
人空余时间参加政府的公共卫生项目工
作，支援基层医疗工作。如“京医”甘一
方主任经常到三亚市部分乡镇指导工
作，参与2017年三亚市严重精神障碍管
理年度考核工作。鲍圣德教授到保亭县
人民医院，与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进行交
流，并给出指导意见。

“参加项目的所有京医老专家，在
海南帮扶期间，兢兢业业、乐于奉献。
尤其是老专家们的敬业精神和孜孜不
倦的学习热情，感染着海南的医务人
员，培养了他们的科研思维，真正提升
了海南医疗的软实力。”省卫健委有关
负责人如是说。

为了柔性引进人
才，帮扶海南医疗，2016
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每
年组织委属委管医疗机
构的退休名医和老专家，
分批、轮流冬季到海南坐
诊、讲学、带教。

4年时间里，共有约
270名老专家到海南12
个市县（区），特别是国
家级贫困市县和边远地
区提供智力支持。这让
很多海南患者实现了在
家门口享受“国字号”医
疗服务的愿望。

医疗专家集结南飞
海南“候鸟群”里有个“京

医老专家团”

韩喜春便是2016年第一批京医老
专家团的一员，至今在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连续帮扶了4届。

“韩老师，您过来了吗？大伙都盼着
您呢。”2019年11月初，三亚中心医院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卓恩挺见韩喜春还没
回医院，忍不住发短信询问。

在医院普外科医护眼里，韩喜春已
成为科室里的“定海神针”。

“危重病人多、急诊病人多、意外应急
事件多，韩老师的手机随时处于开机状态，
无论何时给韩老师打电话，他都会第一时
间赶到科室，亲自做手术或现场指导。有
韩老师在，我们感到很安心。”卓恩挺说。

2018年底，该科室接诊了一名被艾
滋病毒感染的开放性腹内脏器损伤及腹
膜后血肿患者，是否切开血肿成了一道摆
在医生面前的难题。就在大家犹豫不决
的时候，韩喜春查看患者的情况后，果断
带领普外科团队对患者进行腹膜后血肿
清除、开放性腹壁损伤清创缝合术，手术
很成功，患者家属多次向医生团队道谢。

据了解，4年来，在琼京医老专家共
开展门诊2.6733万人次、手术694台、抢
救急危重症8次，并指导受援医院开创大
量新技术新项目，惠及患者。如，帮扶东
方市人民医院重新开始内镜检查项目和
开展新的治疗项目（巴氏食管治疗），发现
消化道肿瘤多例；帮扶儋州开展直流感
应电治疗、五官超短波治疗技术，填补了
医院的空白；传授许多特色的中医康复
技术；指导和参与基层危急重症患者的
救治工作，开展技术难度较高的三、四级
手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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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呕吐等临床表现往往被忽视

脑干肿瘤：儿童脑肿瘤中的头号“杀手”

一边帮扶一边授业
一些老中医在琼建立紧密

的“师徒”关系

“要把技术尽可能传给这里的医生，
他们才能更好为患者服务。”在三亚中心
医院的京医老专家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鲍圣德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神经外科专
家。他借助帮扶机会，将自己掌握的知识
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希望提高临床医学
水平的同时加强学科建设。

“鲍老师到来后，不仅科室查房、科室
教学等方面工作逐渐规范化，更重要的是
为科室指出了学科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该院神经外科主任李钢说。

“在神经外科，多数患者为脑血管疾
病，以出血性脑血管病为主，也有脑梗死
和颅脑外伤，病种较为单一。脑血管病
是危及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疾病之一，
这类病人不宜远程转院治疗，提高这类
疾病的救治水平非常有必要，而显微外
科技术是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可以
深耕这一领域。”在鲍圣德的建议下，该
科室建立起显微外科培训实验室，以提
高医生的显微手术技术，进而提升科室
医疗救治水平。

据悉，京医老专家特别注重培训海南
本地医务人员，真正将他们的宝贵经验和
丰富知识留给海南服务百姓。一些中医
专业的老专家更是通过“收徒”等方式，建
立紧密的传帮带师徒关系，传授中医特色
治疗方法。

据了解，京医老专家在帮扶过程中
为帮扶医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例
如为陵水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制定了《五
年规划的建议》；指导琼海市人民医院
完成药事管理标准文件和开展
药事管理工作；指导海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构建医疗康
复中心及慢性阻塞性肺气
肿防治中心等。

健康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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