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刘冀冀 实习生李易君）睡觉时
张嘴呼吸、打呼噜…这些在孩子们身
上出现的情况，引起诸多家长的担
忧。1月10日，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
作室将推出第六期《大医精讲》栏目，
邀请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首都儿
科研究所副所长谷庆隆，分享儿童腺
样体肥大的相关话题。

什么是腺样体肥大?致病的原因
是什么呢?孩子睡觉时打呼噜就是腺
样体肥大吗?腺样体肥大会对儿童造
成哪些影响?如何治疗和预防腺样体
肥大?直播过程中，谷庆隆将重点就
儿童腺样体肥大的治疗和预防，以及
保障儿童健康生长发育等内容展开
详细阐述。

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是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精心打造，由海南日
报专刊副刊部《健康周刊》和海南日
报新媒体部共同成立的工作室，旗下
拥有“兜医圈儿”微信公众号、抖音
号、视频号等平台。

其中，“兜医圈儿”微信公众号
每周二、周五更新，抖音号与视频
号不定期更新。海南日报健康融
媒工作室在省内首次尝试以报纸、
微信、短视频、直播、vlog等多种融
媒体形式，结合大众关注热点，做
权威可信健康科普，助力全民健康
素养提升。

第六期《大医精讲》将于1月10
日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海南日报官
方抖音号、海南日报新浪微博、南国
都市报抖音号、新海南快手平台进行
直播，敬请关注。

快讯

《大医精讲》第六期1月10日开讲

孩子张嘴睡觉不利健康

获取更多权威健康资讯
关注“兜医圈儿”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海南日报抖
音，本周日（1月10日)下午
四点直播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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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科学治病

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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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心电医生，缺超声医生，缺检验师，
乡村医生诊疗能力低……长期以来，我省
面临着诸多基层医疗能力不足问题。为
破解上述难题，我省从去年开始，启动了
基于5G物联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
提升工程。

该项目利用5G和人工智能技术，依
托现有信息化基础，对全省各市（县）基层
医疗机构进行智慧化能力提升，建设远程
诊断、智慧院区、5G智慧急救系统、人工
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等，全面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实现病理、CT、MR诊断能力
下沉到市县医院，超声下沉到乡镇卫生
院，心电、胎心监护能力下沉到村卫生室。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卫生室自去年
7月份开始启动该项目的试点工作。聊
起这前后的变化，村医符永权感慨万千，

“刚开始，我对新配备的智慧医疗设备也
有顾虑，检查结果到底准不准确？比如测
血压，每次我都用水银血压计补充检查，
发现检测结果一致，才放心使用起来。”符
永权说，在试点的6个月中，在这套智慧
设备的帮助下，已经有3例心梗病人得到
及时确诊，并转诊到上级医院。

胸痛、胸闷、冒汗……65岁的王翠英
老人前几日身体极度不舒服，来到葫芦村
卫生室就诊，符永权拿出新配备的心电设
备为其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提示“轻度心
梗”，心电数据同时传输到文昌市人民医
院的心电超生科，科室值班远程医疗的医
生看到数据后，立即打电话给符永权，指
导他给患者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并通知老
人立即转诊到上级医院就诊。由于诊疗
及时，老人避免了意外发生的可能。

“这套设备上手快，连我这快退休的
老医生都学会了。”54岁的东方市板桥镇
好瑞村村医苏地海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了
得力助诊设备，如今下村看诊比以前方便
多了。

远程智慧医疗走进海南乡村卫生室

5G助诊“神器”让村医有底气

三亚市中医院：

打造海南中医药
健康旅游品牌

本报讯（记者马珂）随着海南旅游业的发展，
三亚市中医院找准定位，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通过“中医疗养+旅游”的模
式，找到医院发展的特色之路。

三亚市中医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拓展
对外“中医疗养游”，在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医药健
康产品研发和“中医药+旅游”融合发展方面狠下
功夫。

探索管理体制创新。在医院内部成立“三亚国
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完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开
启公立中医医院提供国际性中医药健康疗养服务
先河。

探索服务项目创新。疗养院充分利用三亚独
特地理、气候优势，针对国内外服务对象需求拓展
服务项目，关注亚健康人群的饮食、睡眠、运动等生
活习惯，实现了客人从以治疗疾病为中心到以保
健、预防为中心的健康理念转变。

探索经营方式创新。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将中医药生态、绿色和健康的理念与旅游深
度融合，在医院内成立三亚欣欣荣中医疗养国际
旅行社，打造我省独特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新业态
新模式。

近年来，在各级主管部门指导下，该院先后
完成了多次国际中医康复疗养任务。成功举办
了法国、西班牙、韩国等18个国家驻京外交使节
参与的“三亚中医特色文化体验之旅”，承办来自
俄罗斯 14 所高校“感受海南魅力，感知中医文
化”夏令营活动。

近20年，该院累计接待了近10万余名外宾，
传播了中医药文化，提高了海南在世界各国的知
名度。

2018年该院启动“全国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
目，建设了“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入选

“中国-亚欧国家中医药疗养国际合作基地（海
南）”，同时在哈萨克斯坦建设了三亚市中医院阿拉
木图中医中心。2019年底，该院被国家商务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批准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

看过牙医的朋友肯定知道，口腔
医生的医嘱绝对少不了“早晚正确刷
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定期
洗牙”等日常口腔保健的内容。其中
使用牙线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
到。为什么牙医不仅自己使用，而且
还总让人使用牙线呢？

首先，牙菌斑是大多数口腔疾病
的“罪魁祸首”，它会在口腔内不断形
成，仅48小时就具备破坏牙齿和牙
周组织的能力，是龋齿、牙周病产生
的主要病因。清除菌斑是一项长期
需要坚持不懈的工作。

通过正确有效的刷牙，牙面上约
70%的牙菌斑可以被清除掉，可仍有
约30%的牙菌斑藏在牙齿的缝隙中，
粘附在牙齿的邻面上，牙刷的刷毛无

法达到。牙齿邻面的牙菌斑不及时清
除，所产生的酸和其他有害物质会引
起邻面龋，侵蚀牙周组织。而牙线正
是可以有效清除邻面牙菌斑的专业工
具之一，它同时也能清理嵌塞的食物。

牙线的作用：1、深入刷牙刷不到
的死角，通过刮痧的方式，去除牙里面
的牙菌斑和牙结石；2、与牙签相比，牙
线细软，容易进入窄小的缝隙中，不
仅达到清洁死角的作用，还不会将牙
缝扩大，同时还不伤害牙齿和牙龈。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使用牙
线，轻微出血属正常情况，无论是牙
线还是刷牙，都有正确的使用方式方
法，须认真学会，这样才不会因为错
误的方法伤害到牙齿和牙龈，方法使
用正确才能有效护齿。

剔牙为什么要用牙线？

61岁的苏先生顽强与肝癌共生13年。今年7
月，他的肝部再次发现一个1.5厘米的肿瘤病灶，肿
瘤标志物增高，考虑为肝癌复发。

他辗转来到海南省肿瘤医院介入科治疗，介
入治疗专家利用该院处于国际技术前沿的数字减
影（DSA）系统，诊断后终于找到了苏先生肝癌复
发的原因并进行了对症治疗，获得了预期治疗效
果。

省肿瘤医院介入科主任牛惠敏利用DSA系
统，对苏先生的肝脏进行血管造影检查。

牛惠敏带领医护团队，在苏先生腿根部开了
一个米粒大小的切口，通过微导管插管，准确将其
插到肝动脉中，注入造影剂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后，肝脏内部的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来，并通过计
算机重建技术获得肝脏的三维立体图像。

“影像显示证实了最初判断，该患者并非单一
病灶，其肝部发现多发性肝肿瘤病灶，这些由多支
细小动脉供血的微小肿瘤，细数足足有30多个。”
牛惠敏介绍，由于普通影像检查的局限性，只能发
现较大的病灶，而对于像苏先生这样的多发性肝癌
患者，即使手术清除了大的肿瘤，小的病灶也随着
时间进展会继续发展，并慢慢“长大”，这就是有些
患者肝癌反复复发的原因。

通过对苏先生病情综合分析评估后，牛惠敏
决定为他施行“肝肿瘤微创介入栓塞术”治疗。

术中，在数字减影系统的引导下，牛惠敏将如
头发丝细的微导管依次插入苏先生肝脏肿瘤的供
血通道，一支支地注入混有抗癌药栓塞剂和化疗
药物栓塞乳剂，分别阻断30多个细小病灶的供血
源。

牛惠敏介绍，切断肿瘤血供和营养，使肿瘤缺
血坏死，是介入治疗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经微导
管注入适量的化疗药物，可以持续地缓慢释放，以
此达到局部化疗效果，通过抗癌药消灭肿瘤细胞目
的。

牛惠敏表示，肝癌是我国常见肿瘤之一，每年
发病人数达46.6万，一经确诊80%以上为中晚期。
当前，肝癌介入治疗已经成为许多不能手术切除中
晚期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凭借其靶向性强、
副作用小、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能使部分原本没
有手术机会的患者最终能通过介入治疗，进而控制
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让患
者最大化受益。 （文/庄晓珊）

介入技术治疗
多发性肝肿瘤

海南5G+医疗这样布局

为全省19个市县的县级医院、300
余家乡镇卫生院和农场医院、2500余家
村卫生室配备支撑5G网络的掌上超
声、眼底照相机、12导联心电、胎心监护
仪、健康一体机等设备。

依托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眼科医院、海口
市人民医院6家三甲医院分别建立影像、
病理、超声、胎心、眼科、心电诊断中心，结
合AI辅助诊断系统，对全省基层医疗机
构诊断工作给予全面支撑。依托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建立全省疑难杂症诊断
中心，形成一锤定音的权威诊断能力。

■ 本报记者 侯赛

1月5日，在东方
市板桥镇好瑞村村卫
生室，65岁的叶大爷
体验了一把该村卫生
室新配备的智慧 5G
医疗设备。“轻度心
梗，跟我前几日去海
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检查的结果一样，
以后复诊方便多了，
不用再往海口跑，家
门口就能看诊。”叶大
爷很高兴，逢人就夸
村卫生室的这套先进
设备。慕名前来的村
民也越来越多。

去年11月18日，
海南省启动了基于
5G物联网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
工程项目，为全省19
个市县的县级医院、
300余家乡镇卫生院
和农场医院、2500余
家村卫生室配备了支
撑5G网络的掌上超
声、眼底照相机、12导
联心电、胎心监护仪、
健康一体机等设备，
大大提升了基层医疗
机构的医疗服务能
力。

2019年被称为“5G元年”。这一
年，5G“从无到有”，从一个概念，变成

“实物”融入生活。
海南联通系统集成技术总监孙小

军介绍，5G网络的高速率、大带宽、低
延时等特性，可以解决高清影像数据
实时传输的问题，也为未来更多的业
务协同模式提供了可行性。尤其在医
疗卫生领域，5G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

比如，5G对于卒中救治具有重要
意义，5G网络让配备高清晰度视频通
信的救护车变为现实，为危重患者搭
建起一条5G绿色“院前急救”通道，让
急救速度更快，争分夺秒抢救患者生
命。在5G网络的支持下，救护车上的
医护人员一接触到患者，就可将患者
的发病情况、生理数据实时发送到远
程急诊室中心。医生可通过高分辨率
视频“直面”患者判断病情，并以此制
定最优急救诊疗流程设计，配置好相
关抢救的医疗设备，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急救压力。

据了解，海南省基于5G物联网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依托5G+人工智能，推进“三个能力下
沉”和“一个智慧提升”，包含远程诊断、
远程监护、应急救援能力下沉和基层智
慧医疗能力提升。

同时，以医疗为5G技术主要应用
场景，全面建设全省 5G 网络，预计
2021年底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G
全覆盖，在基层医疗机构形成以5G为
主导，以光纤和4G为补充的信息传输
模式。

试点工作实施以来，葫芦村卫生室的
就诊人数和就诊效率急速提升，改变了以
往村医缺设备、少技术、仅凭经验看病的
现状，以往居民需要到乡镇卫生院或县医
院治疗的疾病，现在在村卫生室就可以解
决。

“村民现在不用去大医院，在村卫生
室就可直接诊疗，不仅省去了往返的时
间成本和路费成本，利用智慧医疗设备
开展多项目一体化检测，也省去了在医
院需专科专项检测的叠加费用。”符永权
在撰写试点工作的总结报告时，明晰地
算了一笔账，以往从葫芦村到文昌市人
民医院就医，光路费就要24元，再加上
专家挂号费、检查费，总得花上百来块
钱。现在老百姓家门口就医，老年高血
压的患者无需家人陪伴，可自行检查，加
上买药，医保报销下来，花费连3块钱都
不到。

如今，这套智慧设备已经成为基层
村医的科技神器。通过这套智能化装
备，不仅能满足村民的各种疾病的诊疗，
业务系统还会对居民慢病及高危疾病进
行智能分析，帮助医生做出更精准的判
断，一些重症疾病也可提前预防。

符永权介绍，村民就诊时，刷身份
证即可快速建立健康档案，每次就诊
情况可自动更新到健康档案库并永久
保存，村医可随时调阅查看，并对村民
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跟踪和管理，
保证村民的慢病得到更全面精准的治
疗。

智能化设备不仅提升了村医的工作
效能，简化了工作流程，节省了时间成本，
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及远
程专家教学指导，可帮助村医提升业务技
能。此外，也带来了村卫生室营收和利润
的增加，村医个人绩效和收入也随之提
升。

健康周刊支持单位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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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全省公共卫生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全省统一公共卫生120指挥调度系统，对全
省230辆急救车进行5G智慧升级改造，为
五大区域医疗中心（包括海口、琼海、三亚、
五指山、儋州）分别配置1台车载CT重症急
救车，为全省212家基层医疗机构各配置1
套5G智慧医疗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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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77月月2525日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日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
功开展世界首例功开展世界首例55GG远程骨科手术远程骨科手术。。 柏林柏林 摄摄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村医符永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村医符永
权为患者诊疗权为患者诊疗。。 侯赛侯赛 摄摄东方市板桥镇好瑞村村医苏地海东方市板桥镇好瑞村村医苏地海，，利用智慧医利用智慧医

疗设备为患者诊疗疗设备为患者诊疗。。 侯赛侯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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