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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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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患者：
须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进行胸部CT相关检查

急诊入院：海南省人民医院、海
口市人民医院等部分医院均要求在
急诊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查，或持有7
天之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单，由住院部接诊医务人员负责
追踪检查结果并做出相应处理。

普通择期入院：海南省人民医
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省妇女儿
童医院等部分医院要求择期入
院患者入院前，必须完成核酸检
测或持其他机构 7日内的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方可预约安排
住院。

此外，也有省中医院等部分医
院要求14天内有发热、咳嗽症状，
或者由外省进入以及外国入境的人
员以及以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必须
进行胸部CT和血常规的检查。

病房及陪护：
陪护人员须提供核酸

检测报告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为最大限
度降低医院感染风险，确保患者安
全看病，大部分医院对住院患者的
陪护探视作以下规定：

大部分医院都要求病区严格实
行24小时门禁管理，谢绝探视。如
确有需要，鼓励电话、微信、短信、视
频等形式。住院期间患者严禁离开
医院。

住院患者原则上不安排陪
护。情况特殊确需陪护，由主管医
生与护士长根据患者病情决定。

关于陪护人员管理：
1. 原则上实行轻症无陪护、必

要时“一患一陪护”制度，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等部分妇产科医院表
示，在产妇分娩或手术当天可以安
排2人陪护，其余时间仅限一人陪
护。

2.陪护人员必须提供各家医院
规定时间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结果；也可在医院门诊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
可陪护。

3.如无特殊原因陪护人员不得
外出，且每天必须接受体温检测。

4.陪护期间须戴口罩，不串病
房，不扎堆聊天，不聚集，与他人保
持一定距离。

5.陪护人员建议订医院陪护餐，
不允许订外卖。

门急诊管理：
凭健康码，预约分时段就诊

1.所有进入门诊楼、急诊、发热

门诊的人员需查看健康码、测量体

温、督促佩戴口罩。

2.14 天内有高危地区旅居史

及接触史患者，须至发热门诊排查

并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抗体检测。

3.除急诊、发热门诊外，各大医

院的普通门诊均全面实行预约挂

号、采取分时段预约就诊，患者按照

预约时间到院就诊检查，避免提前

来院造成人员聚集情况。门诊实行

“一患一诊室”，门急诊各服务窗口

设置“1米线”，提醒患者保持有效社

交距离。

此外，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要求所有内镜检查等高危项目必
须先完成新冠感染排查（核酸、抗体
检测）。

无需预约，随到随检

上午9时48分，海南日报记
者赶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大厅内
已经人来人往，大家都戴着口罩。

通过向导诊护士咨询，在了
解核酸检测流程后，海南日报记
者开始了全过程体验。首先在
窗口挂号，告知做核酸检测，看
简易门诊，挂号费 1元。其次，
到门诊大楼二楼简易门诊前台
排号，等待简易门诊医生看诊，
并开具相应的核酸检测项目。
据了解，除了在简易门诊，住院
患者也可到专科门诊开具核酸
检测单。

“从4月24日开展普查后，每
天约有500人左右来做检测，这其
中有排查的择期住院的人员，也有
复工复产需要的人员。”海南省人
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袁小琴说，因
为该院根据检测人数的需求及时
调整检测人员数量，最多等几分钟
就可以做检测，无需预约，也无需

长时间等待，随到随检。

核酸检测前“少进食”

海南省人民医院核酸临时采
样点设在门诊 1 楼大厅隔离区
域。上午10点整，轮到记者咽拭
子采样，准备妥当后，护士从一个
包装袋里取出一根棉签。

顾名思义，咽拭子就是取咽
喉部位的分泌物。提取的过程很
短，但是确实很不舒服，会有种想
呕吐的感觉。

海南省人民医院疾控办主
任、感染科副主任吴彪建议，咽拭
子提取之前少进食，不用漱口，以
免增加提取过程中的不适感。

24小时后可手机查询

10时 5分提取咽拭子结束，
整个流程不到20分钟。据了解，
24小时以内出结果，第二天10点
半就可以在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医院小程序上查询报告。

很多人小时候都不太注重自
己的牙齿形象，直到20岁左右才
注意到自己牙齿的排列问题与功
能问题。但这个时候发现牙齿问
题，如果再进行正畸有必要吗？
有必要，正畸不单使牙齿变漂亮，
还有很多好处。

1. 牙齿保洁、牙周健康。排
列不规律的牙齿会给刷牙及清洁
带来一定的难度，易发牙石沉积，
牙龈红肿增生，牙周病变。

2.清除咬合创伤。咬合力量
不均衡会导致牙齿损坏，使得牙
齿更容易过早松动、脱落，而通过
正畸让牙齿排列关系、咬合关系
达到正常。

3.解除咬合干扰。某些错乱
的咬合关系会导致颞颌关节的损
害，而通过正畸可以使咬合关系
正常等。

4.修复义齿做准备。正畸可以
将缺失的牙缝隙关闭或将牙齿缝
隙集中，在形成缝隙的部位镶牙。

5.改善颜面骨异常发育。通

过各种矫正装置来改善。
6.达到更好的口腔功能。更

长久地保持牙齿的健康、更美的
外观。

7. 有利于增强个人的自信
心。面型美观，牙列美观，对自
己产生信心，并获得人格正常发
展。

8.可以增强咀嚼功能。帮助
消化及营养吸收，成人或中老年
人异常咬合会影响咀嚼。

9.改善其它口腔功能。如发
音、嘴唇的闭合，避免口腔粘膜干
燥及增进口腔对感染的抵抗力等。

10. 有利于龋齿的预防。牙
齿的缝隙由于牙齿错位而难以彻
底清除菌斑，长期则可导致龋齿
的发生。

所以说，正畸不单使牙齿变
漂亮；还会使牙齿变得容易清洁，
不易积累牙结石等作用。因此，
牙齿矫正要抓住最佳时间，一定
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由专业的
医生进行诊断治疗。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
海南省眼科医院角膜眼表病专科
主任医师 钟兴武 副主任医师 徐家窈

角膜，即我们俗称的“黑眼珠”，位于眼球最前
面，对眼球有重要保护作用。由于角膜直接与外界

接触，易被损伤和感染，因而角膜疾病较为多见。

而角膜溃疡是一类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严重

致盲性眼病。诊疗过程常因为致病微生物鉴定困

难、抗菌药物治疗不敏感、治疗费用昂贵等原因导

致患者病情迁延不愈，最终失明。

据海南省眼科医院就诊病例统计，真菌性角膜

溃疡患者中86%为农牧业劳动者，多数有劳作时被

禾苗、树枝擦伤病史。专家提示，一旦发生角膜外

伤应及时就医，避免揉搓，以免加重角膜损伤，促使

角膜感染进一步加重。

角膜溃疡的典型症状
角膜上皮是抵御病原微生物侵袭的第一道屏

障，如果角膜上皮受损伤，局部的防御机制就会被

破坏，这时候就容易发生微生物（比如细菌、真菌、

阿米巴等）感染。症状表现为眼部红痛、畏光流泪

等眼部刺激症状，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

若病变位于角膜中央光学区，则视力下降更明显；

若为化脓性角膜溃疡，其炎性溃疡灶表面还伴有不

同性状的脓性分泌物。

角膜溃疡的治疗方法
对以上症状的患者就诊时，眼科医生应立即为

患者做两件事：一是从角膜的溃疡病灶边缘刮取病

变组织，查找致病菌并做病菌的培养和药物敏感试

验，为筛选敏感抗生素提供依据；二是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检查角膜，以此来明确角膜溃疡的病因，以

求精准治疗。根据病因，可对症药物治疗，眼科专

家提示：切勿自行用药，以免贻误病情！药物治疗

病情不能控制的患者需施行手术治疗，严重者需施

行角膜移植术。

避免眼部外伤
如何预防角膜溃疡的发生？眼科专家提

醒，在农业工作时，应做好眼睛的防护，避免眼

部受伤；避免用手揉搓眼部，防止角膜擦伤。

患有结膜炎、沙眼、睑内翻倒睫、慢性泪囊炎，

应及时治疗。

我省各大医院精准防控，纷纷出台入院新规——

入院患者须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核酸检测无需预约

咽拭子提取前，少进食不漱口

海南省人民医院
琼海市人民医院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三亚市人民医院

三亚市中心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海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牙齿矫正：

不光为美，更为健康

农忙时节：警惕角膜溃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医
生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开具新冠
肺炎核酸检测单，有发热或呼
吸道疾病人群还须查胸部CT，
还有血清新冠病毒抗体 IgM、
IgG检测。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清
抗体检测有什么区别？

海南省人民医院疾控办主
任、感染科副主任吴彪介绍，核
酸检测和抗体检测，是目前针
对新冠病毒常用的检测手段。
核酸检测是一种“进行时”检
测，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
来检测病毒基因组中特定的核
酸序列，从而判断被检查者此
刻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血
清抗体检测，是“过去时”检测。
人体感染病毒后会产生IgM或
IgG抗体，检测血清中这些特异
性抗体，可以判断被检查者是
否近期或者曾经感染病毒。

抗体检测可作为已有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的补充。核酸检
测24小时以内出结果，抗体检
测大多在1-2个小时内出结果。

核酸检测结果有效期多
久？

海南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
主任袁小琴说，核酸检测可以
检测被检查者此刻是否感染了
病毒，不能保证接下来不会传
染新冠病毒。不过，为了便于
操作，核酸检测结果也有一定
有效期。目前来看，大家基本
上将互认有效期设定为7天。

核酸检测
血清抗体检测
二者有何区别？

■ 本报记者 侯赛

■ 本报记者 侯赛 马珂 通讯员 冯琼

做核酸检测，需要提前预约吗？做检测前要注
意什么？检测时间长吗？近期，我省多家医院要求住
院患者和陪护人员须持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院，加
上部分企业单位复工复产等要求做核酸检测，核酸检
测需求量大增，不少读者也发来疑问。

4月2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
医院现场体验。

省安宁医院：

为“三无”流浪精神病人
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马珂）为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

行为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省安宁医院了解到，该院与我省民政、公安、综治

和救助站等部门进行无缝对接，简化入院流程，

为“三无”流浪精神障碍患者开通24小时绿色通

道，确保每一位救助患者能以最快速度进入医院

进行治疗。

“三无”流浪精神病人指的是没有劳动能力，没

有经济来源，并且没有赡养、抚养人的精神障碍患

者。“三无”流浪精神病人是社会中的特殊弱势群

体，迫切需要关爱、关心、关照。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安宁医院采取集中收

治、统一管理的方式，指定专职核定人员，加强对

所救治的“三无”流浪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规范化管

理。本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极大限度

地简化了入院流程，全力配合公安、民政等部门，

为“三无”流浪精神障碍患者开通24小时绿色通

道，确保每一位救助患者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医院

进行治疗。

省安宁医院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将现有的精

神科以及东红分院重新进行规划，合理布局，增

加床位数，专门用于收治“三无”流浪精神病人，

为“三无”流浪精神障碍患者预留足够的收治

空间。

据了解，省安宁医院充分发挥专科医疗资源的

辐射作用，成为全省“三无”流浪精神病人救治工作

定点医院,积极与政府各部门建立精神障碍患者收

治协作模式，从而真正有效解决“三无”患者的治疗

与康复问题。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
18976640822
投稿邮箱：

110796597@qq.com

■ 本报记者 马珂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内多
家医院了解到，原本受疫情
影响的门诊量逐渐回升，积
压的就医需求正在释放。为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防疫工作新要求，我省各
大医疗机构结合实际情况，
对住院患者新冠肺炎排查做
出相关规定及调整，其中对
住院患者以及陪护特别提出
提供核酸检测证明的要求，
并且减少或谢绝探视。

提供个人核酸检测服务医疗机构及第三方检验
机构（省内疾控机构不对外提供个人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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