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健康

2021.1.14��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07

责编：刘伟 美编：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张漫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王慧）

近日， 国家卫生

健康委、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卫生局在京联合召开了

2018-2019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

电话会议，表彰 2018-2019 年度在无偿

献血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省份、单

位、部队和个人。 广东省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先进省的荣誉称号。

2020 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及相关

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东省继续把血

液保障和血液安全作为维护人民健康

的一项重要工作统筹推进，坚持以血液

质量为核心，不断加强全省采供血机构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全省采供血机

构的采供血行为， 并将推动临床科学、

合理输血和采供血安全作为工作重点，

全省血液工作稳中求进, 取得了明显成

效。 一直以来，我省采供血总量一直稳

居全国前列。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给我省临床用血供应带来强力冲

击，临床医疗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面对疫情，热血逆行，国家、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分别向全社会发出献血倡

议， 钟南山院士也发出呼吁献血最强

音，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和呼吁，全省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高度重视，各采供血

机构积极落实，紧紧围绕新冠肺炎期间

血液的“保障供应和保障安全”这两大

任务，在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高等院

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无

偿献血者无私奉献、 爱心助力下，2020

年我省实现了献血总人次与献血量双

增长， 血液采集总人次 146.32 万人次，

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2.2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53%；采集全血 212.06 万单位、机采

血小板 19.35 万个治疗单位，较 2019 年

同期分别增加 1.75 万单位、652 个治疗

单位，同比分别增长 0.83%、0.33%，圆满

保障了全省临床用血需求。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正处于常态化非常关键时期，由于

天气寒冷、 大学生考试后即将放假，以

及疫情防控需要， 加上第一季度处于

“献血淡季”，随时会出现季节性血液紧

张状况， 而医院待救治的重症患者、恶

性肿瘤、血液病患者及孕产妇等都急需

输血，他们的生命健康随时面临生死考

验。 在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呼吁，全省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

一起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动中来，在抗击

疫情这个特殊时期“为爱逆行”。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张漫 记

者 马泽望 通讯员 何昊书）

“爸……

阿爸！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以下称

“省二医”）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传来微

弱的声音，罹患先天性耳聋的西藏林

芝女孩卓玛

（化名）

，人生中第一次听

见声音、第一次张口叫出爸爸。

2020 年 9 月，省二医“健康直通

车”开进西藏林芝，发现一名极重度

耳聋少女，经过一番协调，近日院方

接她来到广州，成功为其完成超高难

度人工耳蜗手术。 1 月 12 日，卓玛的

人工耳蜗正式开机，她寂静无声的人

生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新声”！

因援藏相识，她们之间有个约定

来自西藏林芝的卓玛，今年已经

11 岁了，自出生就听不到声音，也不会

说话。 父母为一直在寻找治疗办法，却苦

于家庭困难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 卓玛

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2020 年 9 月， 由共青团广东省

委、广东省卫健委等单位主办，广东

省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健康直通

车”从广东开进了西藏，省二医专家

医疗志愿者服务队在林芝地区免费

开展各类义诊和扶弱助医活动。 卓玛

在这次义诊活动中认识了省二医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彭宏， 随后，彭

宏团队在林芝市人民医院为卓玛进

行了详细的听力检查，发现卓玛是几

近全聋的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助

听器等辅听设备已无法帮助卓玛，只

能靠人工耳蜗手术来恢复听力。

但卓玛的耳朵属于严重的内耳

畸形合并中耳畸形及内听道发育畸

形， 这在彭宏近 30 年的从医生涯里

极为少见，手术治疗将极具挑战。 受

当地医疗条件限制， 彭宏立下约定，

“卓玛还有希望， 我有信心帮孩子治

好，卓玛一定要来广州找我，我尽全

力帮助孩子！ ”

突破技术难关， 一定要让卓

玛听见声音

2021 年 1 月初，卓玛跟随家人来

到广州， 在省二医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 迎接卓玛的将是能用耳朵听到

“新声”的希望。

“卓玛的耳朵手术就像在地震的

残垣断壁中找出一条狭小的救生通

道，手术会非常困难但我仍有信心让

卓玛能够听见。 ”彭宏解释道，耳蜗鼓

阶是一个仅有 1 毫米直径的狭小隧

道， 围绕蜗轴螺旋成蜗牛壳样形状。

手术通过狭小的面隐窝去找 1 毫米

的鼓阶缝隙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

难点是卓玛耳蜗的圆窗也闭锁了，要

想准确找到鼓阶开口需要医生具有

极高的手术解剖功底。

彭宏团队为卓玛安排了详尽的

手术计划，手术如期进行。 彭宏在毫

米级的空间中，终于如愿找到了卓玛

的鼓阶开口，非常顺利地将人工耳蜗

的精细软电极植入到了卓玛的耳蜗

鼓阶里， 电极植入覆盖了耳蜗全长，

卓玛非常有希望恢复全频率的听觉。

为了确保耳蜗参数的准确到位和手

术成功，团队听力师随即为卓玛进行

听觉神经功能检测和脑干听觉反应

测试，听力检测仪器上的“跳动”的曲

线，就像一条条“五线谱”的旋律传入

了卓玛的耳朵，卓玛听觉脑干反应非

常好， 从低到高各个频率反应都很

好，“卓玛得救了！终于能听到了！” 省

二医的手术室内传来一阵欢呼声，手

术圆满成功。

人生第一次听到声音， 终于

可以叫声“阿爸”

手术是微创手术，术后卓玛身体

恢复非常快，伤口愈合也很好。 术后

彭宏向卓玛的爸爸解释，“人工耳蜗

植入是目前治疗重度极重度耳聋最

有效的方法，主要分为植入体和体外

机两部分，手术成功将人工耳蜗植入

体内，这是听障康复的第一步，体外

的人工耳蜗还需要几次调机才能达

到更佳的‘人机匹配’，听到声音并不

等于听得懂语言，就如我们听到陌生

的外语一样，卓玛仍需要一定周期的

调试和语言康复训练才能达到‘能听

会说’的目标”。 卓玛爸爸给彭宏献上

了圣洁的哈达，“扎西德勒，非常感谢

广东大恩人。 ”

1 月 12 日，卓玛人工耳蜗开机的

日子到来，在开机的一刹那，卓玛惊

讶地瞪大了双眼，紧紧攥着医护人员

的手，惊奇地听着耳蜗传给她的测试

声音，测试情况一切以良好后，听力

师终于为她戴上属于她自己的人工

耳蜗， 坚强的小姑娘一下子红了脸，

虽然第一次听到外界的声音非常不

适应， 她还是对着爸爸甜甜地笑起

来，并在爸爸的教学引导下，微弱而

又坚定地开口叫出了“阿爸”。

卓玛的父亲是位朴实的牧民，在

卓玛戴上人工耳蜗后，他反复打手势

问女儿，能听到声音吗？ 哪边能听到？

真的能听到声音吗？ 在得到女儿的肯

定后， 这位不熟悉普通话的藏族大

汉，硬是拉着翻译热切地表达了对医

生和帮助卓玛的广东爱心人士的感

谢。 据了解，卓玛植入的是目前最为

先进的人工耳蜗， 费用约 20 万元左

右，由省二医慈善基金赞助。

人工耳蜗正式开机后，卓玛的听

觉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听觉会随

着康复时间的延长继续提高，听敏度

和分辨率也会越来越好, 后期只要加

强言语康复训练，卓玛仍有很大希望

恢复较好的语言交流能力。 彭宏表

示，“人工耳蜗成功植入，今后卓玛即

能康复语言，也能聆听音乐，由衷希

望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早日‘能听会

说’、‘能歌善舞’。 ”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张漫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林惠芳 ）

爬树摘果子时

被树枝划伤眼睛？日常农作被玉米叶、甘

蔗叶划伤眼睛？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眼科

医师冯庆阳医师告诉记者， 很多患者把

眼睛被植物划伤后出现的不适当作小

事，殊不知植物中含有致病性真菌，可引

起严重角膜炎等， 等到患者眼睛出现严

重症状时才来就诊，往往就耽误了病情。

冯庆阳介绍， 我们眼球最前端的透

明部分是角膜，具有重要的屈光作用，若

发生感染、外伤、营养不良等则可能导致

角膜疾病， 而角膜炎是最常见的角膜疾

病。 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体侵

袭防御能力下降的角膜时会导致感染性

角膜炎，表现为眼部刺激症状，如眼红、

眼痛、异物感、分泌物增多、流泪、畏光、

视力下降等， 其中真菌性角膜炎是致盲

率极高的一种感染性角膜炎。

据介绍，真菌性角膜炎，是由致病性

真菌引起的严重角膜炎。 患者发病前往

往有植物

（树枝、稻草、甘蔗等）

划伤角膜

的情况，一般在伤后 1 至 3 天内出现，此

外长期使用激素和抗生素者由于免疫力

低下，也容易出现真菌性角膜炎。真菌性

角膜炎一般起病和进展缓慢， 早期眼部

刺激症状也较轻， 但患者常出现角膜混

浊、 发白的情况， 呈牙膏样或苔垢样外

观， 感染严重者还会出现角膜后的前房

积脓、角膜穿孔，甚至眼内炎等。

“真菌性角膜炎治疗时间长，致盲率

高。 ”冯庆阳表示，目前该病的治疗以局

部用药结合全身用药为主， 局部使用抗

真菌药物滴眼， 全身则口服或静脉注射

抗真菌药物， 病情严重者需要进行前房

冲洗、角膜移植等。

冯庆阳提醒， 由于真菌性角膜炎早

期眼部刺激症状较轻， 患者在发病初期

常不以为然， 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时才来

就诊，往往耽误了病情。 他建议，眼睛有

过植物外伤一定要尽早前往医院眼科就

诊，明确病情并尽早用药，防止失明，特

别是在日常农作时，一定要戴好护具，谨

防稻草、玉米叶、甘蔗叶等划伤眼睛。

从西藏林芝到广州

聋哑女孩跨越千里听到“新声”

眼睛被树枝划伤别大意

严重者需要角膜移植

“热血逆行”！

2020年广东省实现献血总人次与献血量双增长

卓玛植入的是目前最为先进的人

工耳蜗，费用约

20

万元左右，由省二医

慈善基金赞助。 通讯员 张诚斌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