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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起的病”
都在规范治疗中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
口各大综合医院发现，原先熙攘的
门诊大楼如今冷清不少。从全预约
制就诊到线上问诊……非常时期，
医患间正形成新默契，各医院门诊
大楼内原先的就诊人潮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志愿者和医护人员的有
序引导及患者的错峰就诊。

疫情当前，设在各级医院里的
发热门诊，成为接诊新冠肺炎患者
的“第一道防线”。海口市人民医院
医务处负责人侯开庆向记者介绍，
针对这类特殊患者，医院已开通单
独通道、急诊抢救绿色通道，并另辟
急诊抢救室，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
穿戴全套防护服即可进入，换言之，
与普通患者“分流”。这种做法在我
省各家医院均有推行。

与此同时，各级医院都向记者强
调：非常时期，正常救治工作“绝不停
摆”，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因为非常
时期“过度恐惧医院”，错过治疗时
机。“该看的病仍然要看。”海南省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欧阳艳红说，已遇
到过没及时来院就诊病情加重的病
例，她强调：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全
员上班，尽管医院也有不少医生援助
武汉，但科室里的运转一切正常。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我省各大医
疗机构了解到，除喉镜、胃肠镜等特
殊检查外，目前各大综合医院的普
通门诊均已基本恢复诊疗，部分口
腔专科医院也正在为开诊做准备。
记者从海口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该
院在停诊期间，已经加强了对医护
人员的诊疗流程防控培训，为全面
恢复诊疗工作做好了准备，目前已
陆续接受预约开诊。

我省各大医疗机构逐步恢复门诊服务，防疫和日常诊疗“两手抓”

看病提前预约，无须“望疫却步”

别再让孩子
跟你一起熬夜！

■ 本报记者 侯赛

疫情期间，如果您想到
大型综合型医院就诊怎么
办？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务
处负责人侯开庆送您5个
锦囊让您安心就医：

1去医院前，先做点功课。

为减少就医人流，避
免交叉感染，许多医院开
通互联网在线咨询服务，
大家可以先上网查一查，
或电话咨询一下，获得相
关有用的资讯。

2熟悉就诊流程。

当前医院门诊实行
“全预约及实名制就诊”，
请关注医院开放时间，分
时段预约挂号，错峰就
诊。分时段预约看病，既
方便病人，也有利于医院
管理。

3注意个人防护。

全程佩戴口罩；避免
用手触摸眼口鼻；尽量少
接触公共物品，及时洗手，
有条件的可以随身携带免
洗手消毒液，随时保持手
卫生。

4配合医院的体温检测
和健康询问，出示“健康
码”。

排队时保持一定距
离，尽量减少在院停留的
时间。

5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
并洗手。

在医院佩戴的口罩应
弃用，并注意自我健康观
察。

最后，侯开庆还特别
嘱咐慢性病患者和儿童患
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
性病患者谨记“药不能
停”。不少医院为方便慢
病患者每月开具维持治疗
药物，开通了慢病网络门
诊，可直接与医生进行网
上问诊，线上医保缴费，药
品配送到家。

疫苗接种应根据预约
通知前往或主动预约接种
日期，不需要等到疫情结
束，但尽量减少陪护人
员。他特别强调，接种程
序中所规定的推荐接种年
龄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局
限在某一天，只要仍属于
推荐接种年龄范围，不会
影响疫苗效果，不必过于
担心。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大中小学

校纷纷延期开学，孩子们开启“宅家学”

模式。这时，不少家长在微信群里发出

抱怨：孩子看电视玩游戏没有节制，经常

晚上熬夜到12点多，第二天就睡懒觉，

怎么催都起不来……

对此，海南省人民医院体检科主任

易慧明表示，如果爸妈经常熬夜，孩子也

会有熬夜的习惯。中小学生往往自制力

比较欠缺，玩手机、平板比较着迷，所以

熬夜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孩子熬夜有哪些危害？易慧明表示，

孩子熬夜一个非常严重的危害就是影响孩

子生长发育，降低孩子抵抗力。因为晚上

10点以后是分泌生长激素的关键时段，这

个时候孩子如果没有休息，就会影响生长

激素分泌。

在身体得不到休息时，脑细胞也得

不到休息，这样孩子在睡眠不足的情况

下，就会影响大脑发育。很多家长知

道，孩子如果睡眠不足，早上起来总是

心不在焉，有时候还会忘事，影响孩子

记忆力。

另外，喜欢熬夜的孩子脾气也会变

得容易暴躁。易慧明解释，孩子贪玩熬

夜，如果没有及时睡觉，就会无意识地发

脾气。在早上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孩子

就会赖床，比较难叫起来。

在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

经常熬夜，也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影

响，可能小小年纪就近视眼，需要戴眼

镜。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家长

们一定要以身作则，早点睡觉，改掉熬

夜的习惯。

那么，家长和孩子如何一起戒掉手机

瘾，养成好习惯呢？易慧明提供了一些具

体可行的办法。

目前，很多电子产品都有使用时间的

统计功能和定时提醒功能。孩子每次要玩

手机，家长可以先跟孩子商量好使用的时

间，设置提醒功能，并提前告诉孩子遵守承

诺的重要性。

父母晚上追剧熬夜，又没有安排好

孩子，孩子自然不睡。如果准时让孩子

洗漱妥当，熄灯睡觉，孩子也会准时。

晚上到了睡觉时间，父母也要以身作

则。“陪孩子睡，那就好好睡，不要躺在

那玩手机，那样，孩子根本就不会睡，只

会关心你的手机为什么这么好玩。”易

慧明提醒，如果家长确实还有工作，不

能陪伴孩子，那就等孩子睡着以后，再

起身工作。

给孩子一个睡前窗口时间。比如

告诉他再过 5分钟就要睡觉，要停止一

切活动。可以承诺孩子，睡好之后，可

以继续玩，或者第二天给一点小奖励，

鼓励孩子。约定好之后，孩子会很乐意

执行。

那么，几点入眠才符合“早睡”的标准

呢？易慧明表示，为了保证孩子有充足的

睡眠时间，最好在晚上8:30前就上床，最

迟不超过9:30，这样才能保证在晚上10

点左右孩子处在深睡眠状态，早上起床的

时间最好是7点以后。

“轻问诊”
给求医问药托好底

作为我省新冠肺炎病患收治
医院之一的海南省人民医院根据
目前疫情防控需要、患者需求、物
资保障等因素考虑，目前手术仍
限于急诊手术和限期手术，部分科
室需排班出诊。该院医务处负责
人吴斌表示，为应对患者需求，海
南省人民医院推出了两个线上咨
询板块，一是新冠肺炎咨询，另一
个板块即为“医疗咨询”，海南省人
民医院各个科室均安排值班医生
在线回答患者提问，目前儿科、呼
吸内科等均是患者热门咨询的科
室。

此外，针对疫情当前形势，不少
医院近期已纷纷上线“在线轻问诊”
产品，方便大众远程“求医问药”。
比如，海南省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
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等均
在微信公众号推出线上问诊小程
序。

针对慢性病患者，大部分医院
开通了慢性病药品配送服务。可通
过网上诊疗、医保缴费，实现药物自
动下单配送。

“我们不希望患者过度医疗，但
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害怕医院而
贻误病情。”侯开庆表示，医院在疫
情防控各个方面都做了充足的准
备，但也希望患者在需要就医时，做
好自身防护，戴上口罩，“如果看到
医院的免洗洗手液，就用一用。目
前，医院还是有能力满足海口市民
的就医需求的。”

手术前增加肺部CT
等相关检查

疫情前期，不少医院的特殊检
查暂停了诊疗，但一些患者必需的
治疗，如血透、化疗、急诊外科手术
等，始终在正常开展之中。

除急诊治疗外，有些患者“等不
太起”的手术和诊疗也在正常开展
中。海口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黄
守国表示，疫情期间,虽然到医院就
诊会增加感染风险，但有些患者的
病情是不能等太久的，他们都逐一
评估，排期进行手术。

记者了解到，如今，手术前的评
估除生命体征、基础疾病外，医生们
还增加了患者流行病学史的调查，
增加肺部CT的相关检查。

生育分娩也是“等不得”的，我
省各大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和妇产专
科医院，产科、儿科等在内的普通门
诊及专科门诊一直以来均正常开
放，像剖宫产等“等不起的手术”也
在正常进行中，守护母婴健康。

■ 本报记者 侯赛

新冠肺炎疫
情取得了阶段性
有效控制，作为
战“疫”阵地的各
大综合医院，目
前日常诊疗工作
开展如何？连日
来，海南日报记
者走访海南各大
医院发现，目前
各大综合医院正
逐步全面恢复正
常诊疗，在守牢
疫情防控前线的
同时，保证现有
医护力量充足，
坚持常态救治工
作“绝不停摆”。

各大医院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再度向
公众发出提示：
如今来院就诊需
接受“全预约制
就诊”“出示健康
码”“测体温”等
防疫环节，除此
之外，该看病的
还是要来医院看
病，切勿因过度
忧虑疫情而耽误
治疗！

疫
情
期
间
如
何
安
全
就
医
？

⬅海南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入
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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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补牙的材料掉了怎么办？

如无疼痛，可尽量避免使用患侧进
食，尤其是避免使用患牙咬硬物，同时
保持口腔卫生和清洁，待疫情过后到医
院重新填补。

Q：牙齿疼痛怎么办？

如果是龋坏（蛀牙）达到深龋水平，
进食可能会有刺激性疼痛，此时应减少

患侧牙齿咀嚼，并在进食后用牙线、漱
口水、冲牙器等方式保持龋洞内的清
洁。如果是牙髓炎症或根尖周炎等导
致的疼痛，疼痛较轻时可自行服用头孢
类或甲硝唑等抗生素观察，看是否能缓
解（注意是否有药物过敏）；如疼痛较
重，甚至持续性自发痛、夜间痛等，药物
无法缓解时，应及时到口腔急诊科做开
髓引流，以消除疼痛。后续治疗可择期
进行。

Q：牙龈肿痛严重怎么办？

牙龈肿痛多半是牙周脓肿或根尖
脓肿造成的，初期可先尝试服用抗菌药
物，同时注意保持口腔卫生；严重时必
须到口腔急诊科进行切开处理。常规
药物可用阿莫西林、红霉素和甲硝唑
（或替硝唑、奥硝唑）。

Q：牙周炎患者该复诊了怎么办？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每日认

真刷牙，使用牙线、牙间隙刷等邻面清
洁工具，可暂缓到医院复诊。

Q：智齿发炎疼痛怎么办？

智齿发炎肿痛时可先尝试服用抗
菌药物。可用头孢类抗生素和甲硝唑
（或替硝唑、奥硝唑），并配合盐水漱
口。同时注意保持口腔卫生，如无法缓
解，可及时到医院口腔急诊科做局部冲
洗、上药。

Q：活动假牙戴着不适怎么办？

可自行减少佩戴假牙的次数和时
间，例如仅吃饭时佩戴，午睡和晚上不
戴，可暂缓去医院处理；必要时可到口
腔修复科就诊。

Q：种植牙补的材料掉了怎么办？

种植牙上补的材料掉了可能会出
现黑色的小洞，是种植牙螺丝开孔的位
置。材料脱落暂时不会对种植牙产生

较大影响，但一定严格保持口腔卫生，
疫情过后到医院重新填充即可。

Q：烤瓷牙冠掉了怎么办？

首先要妥善收好脱落的牙冠，尽量
改用另一侧咀嚼食物并注意保持口腔
卫生。这期间不要进食过硬或者过韧
食物，以免基牙折裂。也不要自己将牙
冠戴入口内，以免因误吞而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只要不疼痛，可暂缓处理。如
果确实影响生活，可到口腔修复科重新
粘接。

Q：目前口腔科开诊了吗？

根据海南省卫健委（琼卫医函
［2020］114号）文件精神和医院要求，
海口市人民医院口腔中心，即海南省口
腔医学中心各专业科室于3月4日正
常开诊，并要求患者遵守相关防疫要
求，实行预约就诊，除口腔急诊外，不接
受现场挂号。

疫情期间，出现口腔问题怎么办
■ 本报记者 侯赛

疫情尚未结束，
不同于其他科室，口
腔科接诊时，患者必
然要张开嘴接受牙齿
检查，客观上存在暴
露感染风险。所以，
口腔医生也建议非急
症患者，可延期就
诊。但疫情防控期
间，如果发生口腔问
题该怎么办？哪些比
较急？哪些可以暂
缓？在家又该如何处
理呢？海南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海口市人
民医院口腔中心主任
徐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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