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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一位患者“耳聪鼻畅喉润”
——市二医院五官科先进微创技术解除耳鼻喉疾病

“微创，二医院的精细活”系列报道之七

鼻炎、慢性咽炎、耳鸣、打鼾……
在许多人看来，耳鼻喉疾病都是“小
事”，简单地吃点药或者适应一段时
间就好了。其实，耳、鼻、咽喉与我们
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各类看似较轻
的疾病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却是慢性
和隐性的。

市二医院五官（耳鼻咽喉）科主
任、主任医师杨柏球介绍，鼻咽喉病
久拖不治，病毒细菌易在人体内繁殖
变异，严重损伤患者免疫系统，患者
并发鼻咽喉、食道恶性病变以及肝
肾重度损伤的风险会显著增加；长
期患有耳聋耳鸣，容易造成抑郁症、
孤独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症状，并极
大加剧了中老年人意外伤亡风险；忽
视耳聋耳鸣的及时治疗已成为引发
失聪、老年痴呆、中枢神经障碍的主
要原因之一。

作为岳阳市重点专科、湘北地区
技术力量最强大的特色专科，市二医
院五官（耳鼻咽喉）科一直致力于各
类耳鼻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不断引
进先进的诊疗仪器和治疗手段，科室
专业技术力量不断增强，力求让每位
患者“耳聪鼻畅喉润”。

“这孩子才 3 岁，睡觉时老打呼
噜，还经常翻来翻去，显得很烦躁。”
日前，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市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咨询孩子的打鼾问题。
经过检查，这名儿童被确诊为腺样体
肥大导致的打鼾，需要进行手术治
疗。确诊次日，医院对孩子实施了低
温等离子消融手术，三天后孩子康复
出院，打呼噜的现象再没出现。

杨柏球介绍，多数小儿打呼噜是
因为先天或后天性疾病引起，如扁桃
体肥大、小颌畸形、腺样体肥大、咽腔
狭窄或者肥胖等，导致呼吸道不通畅，
发出鼾声。如果反复出现会造成孩
子睡眠不连续，孩子就可能患有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经常
缺氧，睡眠质量不好，孩子的记忆力、
认知能力和智力的发育就会受影响。

目前医院开展的低温等离子治
疗技术是国内先进的微创治疗手段，

是利用生理盐水为中介，分解产生等
离子，利用等离子的能量切除软组
织，由于整个过程产生的热量少，对
人体软组织的损害较小。该手术较
传统手术出血少、创伤小、恢复快，对
患者特别是儿童非常适用。

今年1月初，再次被耳朵流脓不
止困扰的王女士慕名来到市二医院
耳鼻咽喉科，希望中耳炎能够得到根
治。五年前，王女士因耳朵流脓到医
院检查被确诊为中耳炎，随后在其他
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去年9月份，
王女士的中耳炎再次复发，耳朵流脓
的现象也开始由少到多，听力也受到
影响。刚26岁，工作又非常忙碌，王
女士被中耳炎折磨得甚是不轻。杨柏
球主任在对王女士进行耳内镜检查
后，建议其再次进行手术治疗，而此次
的手术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微创根治手
术。1月中旬，医院对王女士实施了全
麻下行乳突根治加鼓室成形术，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听力也逐渐提高。

杨柏球主任介绍，传统治疗中
耳炎一般是通过抗菌、排脓、消肿以
达到缩小穿孔的目的,但是很难实
现穿孔的愈合，并且难以根治中耳
炎，并极易复发。目前医院开展的

乳突根治术是一种可以高效治疗中
耳病灶和重建鼓室传音结构的手
术。该手术是在显微镜下通过耳显
微器械去除病变，同时修复鼓膜及
重建听骨链，清除病灶，以达到提高
听力的目的。

目前，市二医院五官（耳鼻咽喉）
科拥有国内外先进鼻内镜、耳内镜、
鼻咽喉纤维镜、支撑喉镜、食道镜、微
波治疗机、低温等离子治疗仪等设
备。耳鼻喉科结合现代医学先进技
术，专科建设取得了发展，形成了以
手术治疗为主，等离子消融手术、鼻
内镜下鼻息肉摘除及鼻窦开放手术、
经鼻内镜下鼻中隔偏曲矫正术、支撑
喉镜和鼻咽喉纤维镜下声带息肉（小
结）及肿物切除术、听骨链重建术和
耳膜修补及中耳置管术等术式于一
体的重点特色专科，更便于湘北鄂南
人民解除五官疾患。

专 家 简 介

杨柏球 男，毕业于南华大学眼耳
鼻喉专业，主任医师，岳阳市二医院耳
鼻咽喉科主任，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三十年，有丰富临
床经验和医疗技术，医德医风好，服务
态度佳，每周一、周三下午坐诊。
记者 王金河 通讯员 王丹青 周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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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小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
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6月5日召开的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暨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提出，我市将坚
持“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加强垃圾
处理体系建设。今年将在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及市城管局 5 个小区先行试
点，按照“四分法”进行投放、收集、运输、处
置，2021年全面实施垃圾分类。

现状
垃圾投放未按垃圾桶区别分类

细心的市民都会发现，岳阳街头人行道
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外形美观的垃圾
桶，上面有“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电池回收”等不同的垃圾入口，且用文字或
图形标识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类别。但
记者发现，垃圾桶内各类垃圾完全混装。

“虽然垃圾桶有垃圾的分类标示，但沿
街居民扔垃圾都是随意的。有的垃圾较多，
干脆堆在垃圾桶边。”求索东路一名环卫女
工告诉记者，她每天从垃圾桶把垃圾取出倒
进垃圾车，看到垃圾中如果有矿泉水瓶或废
纸盒，就会拣出来，其他的垃圾全都一起拉
到垃圾站。有门店店主表示，“我想分类投
放，但大家都没有分类，也只能随意了。”

街道沿线如此，庭院小区也基本类似。
小区中居民住户的垃圾多是生活垃圾，旭园
路一小区环卫工人说，他负责的小区居民生
活垃圾收集，居民一般都是把一袋袋装好的
垃圾扔进垃圾桶或垃圾，这一袋一袋的垃圾
很杂乱，乱七八糟的都有，根本没有分类。

分类
收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能力不足

岳阳主城区居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近千吨，环卫工人将各地没有经过任何分类
的垃圾收集后，会集中运往花果畈垃圾处理
场，但花果畈垃圾场库容已经饱和。

岳阳市静脉产业园预计将在今年 9 月
投运，届时，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发电方式
得到无害化处理，但资源化利用仍是解决垃
圾合理处置所面临的难题。

市民郑先生说，我们小区虽然也设置了
不同的垃圾桶，我也会有意识地把厨厨垃圾
和可回收垃圾分开，这就需要家里的垃圾桶
也必须做到先分类收集，然后好投放。然
而，“很多居民家庭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确实
是一个习惯问题，需要长期的引导”。

不仅如此，推进垃圾分类，必须同步配
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设
施。否则的话，就达不到分类的目的。而
且，对分类后垃圾的处置，也必须要有有效
的途经。比如，不少环保公益人士收集废旧
电池后，不清楚上交到哪家部门可以处置，
环保初衷因无法实现而流产。

期待
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好习惯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
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 年底前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

“今年我们选择在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及市城管局5个小区先行试点，
到 2021 年全市要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法局环卫科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包括宣传发

动、设备设施采购、运营模式确定、专业人
员培训等，预计在九十月份试点启动，在
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对厨余垃圾、可回
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投
放、收集、运输后，都将按照不同的方式进
行处置。比如，将尽快启动餐厨垃圾处置
项目建设，处置厨余垃圾；有毒有害垃圾
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理；可焚烧的用于发
电。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在上述相关

负责人看来，加强对市民垃圾分类的宣传教
育引导，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居民生活好习
惯是确保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开展至关重要
的一环。

同时，垃圾分类虽然是举手之劳，但要
让其成为居民生活好习惯，仅靠宣传教育引
导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不可或
缺，只有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才能实现目标预期。

岳阳5个小区先行试点垃圾分类处置
2021年将全面实行垃圾分类 岳阳岳阳““二污普二污普””

进入产排污核算阶段进入产排污核算阶段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日前，岳阳市污普

办组织各县市区召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产排污集中核算会，以掌握产排污核算方法，
提高我市产排污核算完成率。

会议邀请省普查办质控专家，会同市普
查办技术团队，从信息填报、数据审核、产排
污核算及提交保存等方面，对县市区技术人
员系统教学、手把手指导。

截至5月27日，全市在线填报系统强审通
过率99.7%，完成进度排名全省第二，应核算对
象已完成率94.24%，完成进度排名全省第四。

平江环保局积极整改平江环保局积极整改
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 通讯员 汤 志）针
对省委第七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中提出原三
阳化学农药厂污染土壤治理进度缓慢问题，
平江县环保局迅速制订了整改方案，挂图作
战，成效明显。

目前，反映的问题已于2018年底进场施
工，拆除了原化学农药厂厂房，成立了现场施
工项目部。后段将进一步做好项目进度督
促，争取尽早完工并通过验收。另外，省委第
七巡视组反馈的大洲乡石灰窑落后产能淘汰
退出环境问题正在稳步推进。交办的13件生
态环境信访件全部办结整改到位，反馈的其
他共性问题也正在按要求全面有序整改中。

华容部署开展华容部署开展
污染防治污染防治““夏季攻势夏季攻势””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日前，华容县召开
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部署开展2019年“夏
季攻势”。

会议明确要求，进一步提高站位，提升状
态；进一步聚集重点，聚力攻坚；进一步攻坚
项目，创造亮点。据悉，该县2019年污染防治
的工作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华容河
和东湖的整治、长江岸线整治、涉农污染治
理、“河长制”突出问题治理。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宣

汨罗市华先碳素有限公司
汨罗市龙景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振华碳素有限公司
汨罗市博鑫冶金模具有限公司
汨罗市泓翔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鑫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鼎盛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华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汨罗市南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金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汨罗市业兴碳素有限公司
汨罗市智远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泓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汨罗市华兴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盛乐碳素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盛金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鑫盛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福缘新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鑫湘碳素制品有限公司
汨罗市虹宇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乾源碳素有限公司
汨罗市益丰碳素材料有限公司
汨罗市华泰福利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我是行动者””倡导单位倡导单位

华容县发动党员群众竞聘担任“微
河长”……全市民间河长达2000名，
志愿者河长达50000名。

我市对巡河发现交办的问题，
严格按照“一单四制”整改落实。自
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下达市级河
长令 76 个，实行“一令一档”，整改
销号，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市委、市
政府年度综合绩效考评范畴，纳入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内容。市县
乡三级河湖长交办解决问题 21 类
5424 个，清理整治河湖“清四乱”问
题 600 余处，真正实现了从“见河
长”、“见行动”到“见成效”的重大
转变。

“大家不仅积极挂名当河长，各
种活动、行动也在扎实开展，现在大
家保护美丽河湖的意识真的是前所
未有。”市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市水
利局局长陈正文不仅自己当河长，
发现河湖污染问题，他都会不自觉
地拍照、督办。

铁腕治水绘就岸线整治新画卷

戏剧搬上舞台才是最终艺术的
呈现。解决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
健康便是河湖保护的初心。我市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推行河湖
长制为抓手，绘就一幅“河畅、水清、
堤固、岸绿、景美”的绿色河湖生态
画卷。

禁砂：2017年以来，全市实行全
面停采，抓获非法采、运砂船只 174
艘，判刑 13 人，形成了“不敢盗，不
能盗，盗一次就倾家荡产”的威慑
力，赢得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高度
肯定。治岸：拆除沿江小散码头泊
位 42 个，退还长江岸线 7.24 公里；
对 142 公里的长江大堤全面开展堤
防设施美化提质，宣传牌、界碑、拦
车卡、管理用房整齐一新；长江8个
排污口全部实现达标排放，43 个排
渍 口 Ⅲ 类 水 比 例 由 0% 上 升 到
73%。被评为长江岸线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效果明显的市。拆围：针对
下塞湖矮围非法侵占洞庭湖水域问
题，我市组织专门力量连续17天日
夜轮班作业，基本恢复下塞湖自然
面貌，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给予充分
肯定。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矮围
网围专项整治行动，拆除矮围 201
处 1600 多公里。控污：将农村“空
心房”整治和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全
年工作“当头炮”来抓，推动农村环
境逐步好转；成功创建全国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完成黑臭水体整
治项目27处，中心城区最大的黑臭
水体东风湖加快重现水清岸绿“新
胜景”。

奔流不息的绿色长江，一碧万
顷的大美洞庭湖，水天一色，心旷
神怡。580 万岳阳人民将时刻牢记
总书记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在守护好一江碧水、建
设美丽河湖的新征程中，砥砺前
行，永不止步！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