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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中国儿童长高日

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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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开通监督服务热线，接诉即办24小时不“打烊”

963399欢迎来“挑刺” ■ 本报记者 马珂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天的第
一个节气。天气由热转凉，但气温还可能回升，甚
至“秋老虎”也会虎视眈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中医科主任王高岸提醒您关注秋养生。

王高岸称，秋气肃杀，这个“杀”字，古文也把它
作为“降”字来解释，把降到地面而还没有降入到土
下的热，压到土下。这个节气的特点，就是“降、
收”。

《黄帝内经》中指出：“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
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
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
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则伤肺，冬为飧
泄，奉藏者少。”

因此，秋养生的重点，就在于“收”和“养”。

宜收，早睡早起敛阳气

立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沉降，人应当
开始做好保养阳气的准备。在起居上应做到“早卧
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
可使肺气得到舒展。

宜养阴润肺

秋季干燥，气燥伤肺，而且肺与秋季相应，容易
产生肺病，因此需要润燥、养阴、润肺。夏季酷热大
汗之后，常损耗过多，会出现体内营养及水分不
足。而进入秋季之后，天气渐凉，气候干燥，因此极
易出现秋燥，易伤津液。因此，在饮食上应以滋阴
润肺为宜，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蜂蜜、银耳、百
合、乳品等柔润食物，以益胃生津。

另外，秋季气候特点是收、降，为人体最适宜进
补的季节，秋季进补应选用“防燥不腻”的平补之
品。具有这类作用的食物有莲子、桂圆、黑芝麻、红
枣、核桃等。患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可以服
食具有健脾补胃功效的莲子、山药、扁豆等。

动静适度以养阳

立秋以后，天气渐渐转凉，人体出汗少，体热的
产生和散发以及水盐代谢也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
衡状态，人体因此会感到舒适，并处于松弛的状态，
机体随之会有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秋乏”。

此时，动生阳，适当的运动可有效驱除“秋
乏”。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锻炼项
目，运动应避免量过大，选择柔和的爬山、慢跑、散
步、八段锦、太极拳等，太阳照射不宜过久，以防体
力消耗过大，暴晒灼伤皮肤。

艾灸、三伏灸

秋季是艾灸的好时节，立秋之后往往是三伏
天的中伏、末伏，是养阳的好时节，尤其对虚寒体
质之人，适合艾灸、三伏灸，冬天容易发病的虚寒
性慢性疾病患者，可以通过艾灸、三伏灸等在这时
候预防治疗。常用的穴位有大椎穴、关元穴、气海
穴等。

立秋还要预防“秋老虎”

立秋是秋天的开始，往往炎夏的余热未消，
处暑节气也在立秋之后，三伏天的中伏末伏也在
这个时候，“秋老虎”还在虎视眈眈，天气也逐渐
转向干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此时昼夜温差逐
渐变大，还要预防感冒着凉，也不要长时间待在
空调房里，以免因室内外温差过大引起“热伤
风”。

秋养生在于“收”和“养”

■ 本报记者 马珂

8月15日20时许，一男子在海
口龙华区世纪公园足球场踢球时，
突发心脏骤停倒地不起，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

据了解，心脏骤停是人群中常
见急危重症，但由于人们缺乏急救
知识，往往容易错过最初4分钟的

“急救黄金时间”。目前我国每年心
源性猝死者高达54.4万，急救成功
率不到1%。

这些信号需要注意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血
管病医院院长王小啟介绍，猝死包括
两个概念：一、心源性猝死；二、非心
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指的是心脏
疾病引发的猝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急性心梗、过度劳累、情绪压抑等情
况，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心脏疾病的
发生。非心源性猝死是突然的死亡，
目前定义为急性症状的发生、即刻或
24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

大约一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以前发作过心绞痛或有过度疲劳
感，典型症状是出现持续严重的心
前区憋闷、疼痛，没有明显原因的气
喘，突然不能平卧，脉搏过快、过慢
或心律不齐，血压下降，出汗，四肢
发冷等。

青壮年成为高发群体

王小啟表示，高血压、冠心病、
心源性猝死、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

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
手”，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以老年患者
为发病主体的疾病，已悄悄地盯上
中青年人。

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的主
要原因是不健康生活方式，中青年
对心血管疾病重视不够，没有健康
的生活方式，缺乏健康意识，饮食不
平衡，睡眠严重不足。其次，中青年
人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越来越
大，工作和生活负荷重，一直处于疲
惫状态，无暇顾及健康，使得身体锻
炼越来越少，体质减弱。另一方面，
心理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或过度
焦虑、情绪波动大。

对中青年人而言，要养成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避免长期劳累、熬
夜学习工作、久坐等不健康生活方
式，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适当
运动；在饮食方面，不宜吃太多含胆
固醇较高的食物，同时适当控制食
盐量。

牙周炎是非常烦人的口腔
疾病，如果口腔卫生没有保持
好，就非常容易患上牙龈炎、牙
周炎，那么牙周炎有哪些症状
呢？

1. 牙齿存在污垢：牙周炎并
不是立即生成的，而是因为平时
没有把牙齿刷干净或刷牙方法
错误，让牙齿间的污垢没有得到
及时清理，污垢形成结石，长期
附着在牙齿表面，从而发展为牙
周炎。

2. 牙龈开始变得红肿：牙龈
红肿是早期牙周炎预警的第一
个信号，红肿之后，牙龈会开始
出血，若没有及时清除牙结石，
牙结石积累，牙周炎会更加严
重。

3. 刷牙、咬硬物时出血：很
多人都是在牙齿出血之后才开
始注意到牙周炎这个问题，一般
是在刷牙或咬苹果等硬东西时，

甚至不刷牙不吃东西，也会流
血，如果有这个情况发生，一定
要及时去看医生。

4. 出现口臭：随着牙齿出血
的发生，牙周炎的发展，整个口
腔的菌群开始不健康，吃口香糖
或者漱口水来清新口腔，治标不
治本，应到正规口腔专科医院进
行检查。

5. 牙龈肿痛：等到牙周炎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还可能会出现
牙龈的酸痛和肿痛，这说明炎症
已经对牙龈产生严重刺激，要及
时去正规口腔医院进行检查和
治疗。

6. 牙齿出现松动：牙周炎
最后的结果就是牙齿松动，牙
齿过早脱落，并还有诱发其他
牙齿疾病的可能，这时需要尽
快赶往正规口腔医院进行治
疗，以免牙齿缺失影响生活和
健康。

牙周炎自查方法

中青年猝死：真的猝不及防？
这些警告信号不能忽视

本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张文婷）少年儿童的

生长发育及身高问题一直是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焦

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部也把身高作为衡

量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为帮

助更多矮小儿童摆脱痛苦，助力儿童健康成长，8月

18日，海口市人民医院开展了“8.18中国儿童长高

日”专家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专家

为孩子们免费义诊并绘制生长曲线图，评估生长发

育情况。

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何波

介绍，矮小症是指儿童的身高低于同性别、同年龄、

同种族儿童平均身高的2个标准差，每年生长速度

低于5厘米者。矮小症的原因共有五种：生长激素

缺乏症、特发性矮小、性早熟、先天性卵巢发育不

全、其他疾病。很多家长对此有认识误区，也不知

矮小儿童应去儿童内分泌门诊进行检查和及时干

预。

何波提醒，有以下情况的孩子要注意是否存在

生长缓慢问题：儿童的生长速度3岁前小于7厘米/

年；3岁到青春期小于5厘米/年；青春期小于6厘

米/年。当孩子出现矮小症的特征时，不要盲目判

断，应立即到正规医院进行专业检查、诊断，让孩子

健康成长。

助儿童摆脱“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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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院体检需要
走哪些流程？”

“我这种病该挂哪
个科？”

“我对这个科室的
服务不满意！”

……
在大型综合医院就

诊，你是否也曾遇到以
上这些问题，或急需咨
询或急需帮助也或急需
投诉？

没有畅通的沟通渠
道，致使患者就医体验
不好，不能得到及时帮
助，甚至升级到与医护
之间产生误会和矛盾，
严重影响医患关系。

今年4月，省人民医
院为改善医疗服务环境，
在省内医疗机构中率先
引入12345专业服务团
队，开通院内24小时监
督服务热线963399，为
患者打通了一条有效的
咨询和监督渠道，让他
们的声音得以传递，诉
求得以解决。

短短4个月时间，这
条热线共接听近2万个
电话，均一一办结。有
问题打963399已成为
省人民医院就诊患者和
院内职工的底气。

4个月时间，医院服务流程机
制方面的投诉量大幅度减少，践行了
医院从“自己方便”向“患者方便”转
变的管理理念和服务宗旨。

963399热线由省人民医院纪检

监察处牵头运行，调动医院一切资源

来解决问题。“监督热线，最终目的还

是监督，要把患者和职工的眼睛都变

成监督的移动摄像头，不放过每一件

投诉。”陈武艺说，目前平台打通了信

息系统，可以即时监控物业管理后勤

保障服务质量，从事后监督转变为全

程监督。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闭

环，患者和职工提出问题，平台联系

相关部门和科室办理反馈，促进医院

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患者和职工满

意度。这其中需要建立一系列联动

机制，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办事效率。”

陈武艺说，未来将完善考核机制，每

月进行考核评分，最终列入绩效考核

的一部分。

据了解，目前省人民医院计划启

用微信移动端和网站的963399入

口，拓宽患者诉求反映渠道，并探索

“红包制”鼓励患者和职工参与。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您？”

今年4月20日，海南省人民医院24
小时监督服务热线963399正式开通。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医院将
话务业务委托给12345热线平台运营
管理，所有话务员均是12345热线选派
到医院的专业人员。

“阿姨，您先别着急，微信挂号我
教您，咱们一步步来……”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12016号话务员正耐心教一
位老年患者使用微信挂号。

“我们接听的咨询业务比较多，有
时候遇到老年人，甚至会用一个多小
时的时间跟他们解释。”12016号话务
员说。

对 一 天 24 小 时 提 供 服 务 的
963399热线话务员们来说，再小的琐
事都是重要的事。

为了能让话务员更准确、及时地
答复诉求，医院不仅对他们进行全面
培训，服务热线还建立了“知识库”，涵
盖门诊、住院、医保等几十个分项内
容。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到的热
点问题也将随时录入“知识库”，动态
更新“知识库”信息。

“才运行4个月，热线接听电话近2
万个，在线即时办结率高达98%。”陈武
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冯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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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心源性猝死，
几乎不可能自主逆转，心肺
复苏是唯一“妙方”。

正确的做法如下：

1 不要移动病人，不要

摇晃病人，立即让病人仰
卧。同时请身边人拨打救援
电话。

2 在最短时间内判断病

人是否停止了心跳，如果没
有心跳，应当立即进行心肺
复苏。

3 快速检查患者口腔里

面是否有异物，然后帮其头
仰地。

4 按压胸廓。按压胸廓

的位置是在胸骨下1/3交界
处或者双乳头与前正中线交
界处进行按压。

5 人工呼吸。掌握正确

的人工呼吸方式，一手捏紧
患者鼻孔，然后深吸一口气
再往患者口腔内吹气。最后
松开口鼻，让患者胸廓自动
弹回。

6 如此反复，直到专业

人员到来。

海南省人民医

院是全省最大的省

直属综合性医疗

机构，在为患者服

务中肩负着完善

医疗服务流程、畅

通投诉渠道、缓解

紧张医患关系等艰

巨任务，在对内服务

中曾存在服务项目分

散、效率不高、维修报障

流程不够完善等问题。

“之前常有患者站在省

人民医院的院区里，打12345咨

询和反映问题，这些信息再由

12345转到医院，当医院给予回复

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患者需要

帮助的最佳时间。”省人民医院纪检

监察处党支部书记、963399热线负

责人陈武艺说，据统计，12345转来

的咨询单中，80%以上办结时都已

失效。

医院内部投诉电话多，分散在

不同部门，院外患者、院内职工的

诉求，没办法有效集中反映和办

结。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农认

为，作为医疗机构，只有把患者放在

心上，畅通医院与患者的沟通渠道，

打通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的“经

络”，才能提升患者满意度，扎实推

进医院各项工作。

2018 年 底 ，在 参 观 了 海 口

12345服务热线后，医院决定引入

12345的应急处置机制、信息技术平

台、联勤联动机制、话务员培训与考

核制度、指挥协调机制等，更好地减

轻医务人员负担，改善人民群众就

医体验。完善监督问责机制，促进

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和管理干部作风

转变，对患者反映的问题迅速跟踪

督办，积极联动，提高执行力，确保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海口市120急救志愿者服务团
队在某学校进行急救知识普及。

本报记者 侯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