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段涵敏）今天是
学习雷锋纪念日。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的专
家来到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
拉开了该区“邻里守望”学雷锋服务百姓健
康行活动的序幕。

据介绍， 该活动为期60天， 眼科专

家和天心区10个卫生服务中心公卫人员，
将深入该区各街道社区， 为近万名社区
居民群众免费提供白内障、 眼底病等眼
疾健康检查， 开展眼保健知识教育， 符
合手术指征的贫困眼疾患者还可申请公
益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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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与肝癌抗争了7年多，50岁的刘
有元依旧生龙活虎， 坚持在基层工作第一
线。若不是近日来到省肿瘤医院手术，壮硕
的身材叫外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肝癌病人。
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该院肝胆胰内科
主任许若才认为，除了先进的治疗技术和理
念外，病人积极乐观的心态同样至关重要。

刘有元是永州市的一名基层法官，
2006年6月， 他在省肿瘤医院确认为肝癌，
中偏晚期。因为肝脏上两颗肿瘤分布在脏器
两端，手术难度较大，医生建议他采取更为
先进的射频消融治疗。 这是一种微创技术，
通过导管将射频头直接伸入肿瘤位置，利用
高频振动产生热量，直接将癌细胞杀灭。

相比副作用大、恢复时间长、费用昂贵
的全身麻醉， 许若才一般会建议病人采取
局部麻醉， 虽然过程中会感受到高温带来
的痛处，但“咬咬牙就会过去”。刘有元便是

这类咬咬牙便能过去的人。 这种手术最多
时在他身上插进4根导管，每根导管头部最
高温度可达80-100℃，在那高温的一瞬间
许多病人都痛苦难耐。 虽然衣服每次都被
汗水浸透，但刘有元都是在和医生的“谈笑
风生”中顺利完成手术。

2006年第一次手术后，由于良好的治
疗效果， 刘有元的癌魔足足被压制了6年
多。第二次手术时，他已经“轻车熟路”，术
后第二天便返回工作岗位。最近，是他第三
次来医院复查，情况并不乐观，肝脏再次出
现一个肿块，比之前的都要大。不过，凭借
射频消融技术，他又生龙活虎起来。

“健康的心态对癌症病人至关重要。”
许若才认为， 刘有元之所以能健康生活到
现在，关键是乐观积极的心态，以及不畏艰
苦的毅力。目前，该科肝癌患者中，存活10
年以上的并不罕见， 刘有元也有望继续突
破自己，创造新的纪录。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近年来， 各种娱乐和高科技产品使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可是， 在享受生活的同
时，不经意地也在损害我们的耳朵。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爱
耳护耳，健康听力，从初级保健抓起”，省人民
医院耳科专家提醒，长时间K歌、蹦迪、泡吧等
不规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正成为偷走听力
的隐形“杀手”。

时尚习惯正考验耳朵
小彭同学上网一通宵，第二天早上接电话

发现右耳声音很小，且出现蝉鸣样叫声，到医院
门诊检查，诊断为突发性耳聋，需要住院治疗。
这不是孤例。专家表示，一些人通宵玩游戏、通
宵打麻将以及长期紧张疲劳工作，造成睡眠严
重不足，易使血管处于紧张状态，导致内耳供血
不足，患上突发性耳聋。这已成为年轻人听力损
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下，在公共汽车内、地铁里、大街上等
场所用Mp4、 手机等耳机听音乐成为一种时
尚， 殊不知， 人们在陶醉于迷人的音乐世界
时，他们的耳朵正经受严峻考验。

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肖旭
平建议，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最好不要戴耳机。
因为一般建议耳机音量为60分贝以内，80分
贝为上限。 但公共汽车本身噪音可以达到80
分贝，这时要不断调高耳机中的声音。如此长
久下去听力就会出现渐进性的慢性损伤，就
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当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
严重，很多情况没法再恢复到正常水平。

同样高强度声音的环境还有歌厅、迪厅、舞
厅等，其音响强烈激亢，噪声都高达90一100分
贝。人如果经常身处其中，易出现头痛、失眠、食
欲减退等不良反应，同时还会造成耳鸣、耳聋。

擤鼻涕不当易引发中耳炎
在医院的门急诊， 有时一天能碰到五六

位家长带小朋友因耳朵痛来看病， 仔细问病
史，小孩常有感冒、流鼻涕等症状，家长常反
映孩子不停地流鼻涕、擤鼻涕！原来，耳朵痛
是感冒、擤鼻涕方式不当引起的中耳炎。

俗话说五官息息相通， 所以耳朵常常受
到“左邻右舍”的影响。肖旭平解释，当使劲往
外擤鼻涕时，会使鼻腔压力骤然增加，而鼻腔
是经过后部的咽鼓管与中耳相通的， 当鼻腔
里的脓性分泌物及细菌通过咽鼓管在一瞬间
被挤压到中耳腔内，就造成中耳感染，从而出
现耳痛、耳闷等症状。

由于小儿咽鼓管比成人短、宽、直，更易
将脓性分泌物擤入中耳腔， 特别是耳痛症状

轻者，误以为这仅仅是感冒症状，加上孩子表
达不清，而延误治疗，严重时会导致患儿听力
下降、鼓膜穿孔，甚至耳朵长期流脓，出现眩
晕、面瘫、脑膜炎等并发症。

如何避免感冒擤鼻引起的中耳炎呢？专
家介绍，可先吸一口气，再用一个手指轻轻地
压一侧鼻翼， 然后将气从另一侧鼻孔慢慢擤
出，注意动作要轻而慢，不能用力太大。两边
鼻子轮流擤， 千万不可将两侧鼻翼同时捏住
擤。另外，感冒后要注意充分休息，多喝水，多
吃流质食物，用淡盐水喷冲鼻腔等。必要时，
可找耳鼻喉科医生就诊。

过半的听力残疾可以避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超过50%

的听力残疾都可以通过“耳科初级保健” 来
得以预防和避免。 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博士认为， 今年爱耳日
宣传主旨， 就是呼吁公众用最有效最简单最
可行的措施，即自己可以做到的、比较简单的
方法可以预防听力损伤、保护听力。

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好耳的初级保健呢？
专家提醒，耳部感染是儿童耳聋的最大杀手，
所以首先要防止耳朵发炎。 除了感冒等一些
疾病引起的鼻咽泌物增多， 婴儿吐奶或呛奶
时，细菌也容易从耳咽管进入到中耳。因此给
婴儿哺乳时姿势要正确，避免躺着喂奶，应把

婴儿抱起来，取半卧位哺乳。如果母乳过于充
足、压力过大，可按住乳房控制奶量，以免婴
儿来不及吞咽而误入耳咽管。用奶瓶喂奶时，
奶瓶不宜举得太高，奶嘴孔也不宜太大，吃完
奶把孩子抱起来轻轻拍背， 使胃里的空气及
时排除避免吐奶。

此外，在给孩子淋浴、洗头或带孩子游泳
时，注意不要让污水进入耳道内；如果不慎有
水进入耳朵，把头偏向该侧、小心牵扯耳廓让
水流出。 告诫儿童不要在水质差的场所游泳
及跳水，游泳后，一定要清洁耳道内的污水。
不要把任何异物放入外耳道中， 以免发生意
外。若发生应及时就医，不能随意自行强行取
异物，同时也不要养成随意挖耳习惯。

儿童以及青少年， 特别要预防噪声致聋问
题，尤其长时间戴耳机会有高频听力下降现象。
年轻人在使用耳塞式耳机听音乐时要把握好
“60原则”， 即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
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为避免药物性耳
聋，要慎用抗生素，在使用药物之前一定要仔细
阅读说明书，并在医生指导下科学使用。

腮腺炎、脑膜炎、麻疹等是造成耳聋的常
见疾病，这些疾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尤其
腮腺炎是造成单耳感音神经性耳聋最常见的
原因。因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等引起听
力下降，应及时就医，一般情况下可通过治疗
使听力尽快恢复。

健康话题

小心！别让坏习惯“偷走”听力 患肝癌7年，他依旧生龙活虎
永州法官创造抗癌奇迹

一个拥抱甚至大笑，都可能骨折
“星星的孩子”患上罕见病

免费为社区居民检查眼疾

◎责任编辑 李军 实习版式编辑 张欣歆◎

3月5日， 长沙市天心区文庙坪社区， 志愿者在认真地教社区居民做护耳操。 当日， 该社
区开展雷锋日爱耳护耳活动， 举办知识讲座， 并为100余名居民免费进行听力检测。

本报记者 田超 实习生 李梦 摄影报道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罗政）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
我省昨天下拨了今年以来第二笔冬春救
助金7000万元。 至此， 全省共下拨中
央和省级冬春救助金3.683亿元， 帮助
解决全省受灾地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的
口粮、 取暖衣被等基本生活困难问题。

今春以来， 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
骤降， 出现了大面积低温雨雪天气，

给湘北、 湘西、 湘南、 湘东南地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灾害。
省民政厅要求各地结合冬春救助工
作， 切实做好低温雨雪的防范和救助
工作， 落实棉被、 棉衣、 粮油食品等
救灾物资采购、 储备， 及时将救灾款
物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到目
前， 各级民政部门已向受灾严重地区
下拨棉被5000床、 棉衣3000件。司念伟 徐亚平

【事件】
宁夏、河南、江苏、广东……随着最后一笔捐款

到账，统计结果让大家心头一震：全班44人，43份捐
款。2月底，收到全班同学七拼八凑的8440元钱，坚
强的马威热泪盈眶。最近，这群同学之间互帮互助
的爱心故事，在湖南理工学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今年大年初五，年级辅导员蔡妍突然接到马
威打来的电话：父亲去年因病去世，母亲大年初
一突发脑溢血， 目前家里已欠了十几万元的债
务，无奈之下向学校申请援助。

家住汨罗市白水镇的马威，家庭本来就不富
裕。2010年上大学的时候， 父亲生病，2013年6月
去世，不但用光了家里的钱，还向亲戚借了5万多

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马威放弃了考研，去年第
一批用人单位来学校招聘，他毅然报名，被长炼机
修分公司录用。马威本以为靠自己的努力，能逐步
缓解家庭困难；不料母亲又病倒了。给母亲治病，
已经花掉了8万多元的医药费。

蔡妍找到马威所在的机械电子工程1班几位
同学，商量着怎样帮他，最终决定，班上同学先捐
点钱。为了照顾马威的感受，班长易文和周振江商
定不在班级群里发信息，以寝室为单位口头传达。

忙考研，找工作，做毕业论文，全班43名同学
分布在全国各地。可捐款通知发下去不到3天，来
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汇到了学校。“全班行动起来，
只是为了让马威能感觉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
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周振江对记者说。

同寝室同学范永斌，每天晚上睡得早，马威为

了家里的事，经常电话打到很晚，为此两人一度闹
起了“小矛盾”。可这次范永斌出手就捐了1000元。

周振江、汤慧同学到处奔走，又为马威筹集了
6500余元的捐款。“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心人来
帮帮马威。”周振江告诉记者，“等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后，我们还会继续帮助马威的。同窗4年，我们就
是一辈子的同学！”

【评语】
一人家庭遭遇不幸，全班伸出援助之手，43名

同学用爱心写就的责任与担当， 集中展示了90后
大学生感恩于心、 回报于行的良好风尚， 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大学生之间互敬互爱、互帮互助，这
份向善向美的道德力量，不但展示了同窗深情，更
是一曲可贵的社会赞歌。

3.6亿多元冬春救助金下拨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是学雷锋纪念日。上午，省直妇
工委率省直各单位妇委会干部赴湘
阴县，为该县文星镇黄金学校的留守
儿童及特困学生母亲送去慰问。

黄金学校有小学生380名， 其中
180名是留守儿童。为了使孩子们健康
成长，该校从饮食、住宿及心理疏导等
方面加强管理， 使孩子们得到周到照

顾。此次，省直妇工委号召省直各单位
妇委会献爱心，募集善款9万元，向黄
金学校捐赠7万元，为40名留守儿童购
买学习用品， 并为10位特困学生母亲
送上慰问金，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关爱。

“爱是听不到的语言，爱是能体
会到的感觉。”4年级的小慧领到了新
书包和新文具，高兴地说：“终于有新
书包了。”

省直妇工委慰问留守儿童

43份捐款，全班的爱心一个不落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一个拥抱、 甚至大笑都有可能骨
折，怕见阳光、极易晒伤、只有在夜晚才会
感到自由的白化病患儿， 因发病率万分之
一、甚至十几万分之一，而且只有不到1%
的特效治疗方法，仿佛来自遥远的外太空，
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2月28日是国际罕见病日。2月27日，
省儿童医院发布2004年-2013年住院患儿
病种统计结果显示，10年间， 医院收治的
罕见病前10位分别为成骨不全症（俗称
“瓷娃娃”）、血友病、先天性胫骨假关节、进
行性肌营养不良、白化病、瑞特综合征、克
罗恩病、结节性硬化症、黏多糖贮积症、苯
丙酮尿症，其中“瓷娃娃”208例高居榜首。

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发育行为
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钟燕教授表示，
约有80%的罕见病由遗传缺陷引起， 即便

夫妻二人都健康， 也有可能孕育一个患有
罕见病的孩子。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是罕见
病防治的最佳途径，例如血友病、苯丙酮尿
症都可以在孕前、孕期筛查，出生后还可做
新生儿疾病筛查， 进行早期干预。 钟燕表
示，婚检、产检可以对优生优育起指导性作
用，尤其是家里已经有了罕见病患儿的，在
生育第二胎前一定要到专业机构进行相关
检查，将家族病史告知医生，指导生育。

据悉， 目前罕见病的诊疗措施和理论
研究处于初级阶段， 绝大多数基层医务人
员对罕见病认知缺乏， 而罕见病患者对自
己的疾病也了解甚少。 国际上仅有约1%
的罕见病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在我国注册
的罕见病药物微乎其微， 且价格昂贵， 很
多患者家庭无力支付。 钟燕呼吁社会多关
注和理解罕见病患者， 为他们提供支持和
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