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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助

便血可能是直肠癌的
危险信号

常言道，“十人九痔”，虽然很
多人都被痔疮困扰，但重视的不
多。一些患者往往是等到无法忍受
再去治，不但延误了病情，还加重
了治疗的痛苦。

据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副主任医
师寇华介绍，便血是内痔最基本的
症状。长期长痔疮会导致毒素在肠
道内积累，出现脸上长斑，甚至导
致缺铁性贫血。此外，对于中老年
人来说，便血可能是直肠癌的一个
危险信号。如果不明确诊断，一味
当痔疮，结果很可能是直肠癌在痔
疮的“掩护”下不断“生长壮大”，
直至最后发生明显梗阻症状才确
诊，但为时已晚，已经是直肠癌晚

期。
寇华主任提醒，秋季是痔疮的

高发时节，平时饮食上避免辛辣刺
激的食物，因为辛辣食物，包括辣
椒、咖喱、胡椒、生姜、茴香、白
酒等会对直肠黏膜有直接刺激作
用，加重病情，平时多饮水，多做
提肛运动。如果有症状的话要及时
就医，通过中医枯痔法等方法解除
痛苦。

痔疮平时不痛不痒，暗
地却疯长

在海南杏林肛肠医院住院病人
当中，有一部分是海口的白领人
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工作压力
大，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请客应
酬，使原本就平静很久的痔疮又迅
速加重起来。有的人痔疮复发后感

觉招架不住，才决定到肛肠专科医
院就诊。

寇华主任指出，肛肠疾病在平
时大都穿着“小毛病”的马甲，很
多人也抱着治不治无所谓的态度，
一度任其发展。大多数人对痔疮的

“拖沓”，自己抓药治病，最终酿成
大病。比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便血可能是直肠癌的一个危险信
号，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如果不
进行诊治，直肠癌可能在痔疮的

“掩护”下，不断“生长壮大”，直
至最后发生明显梗阻症状才确诊。
不少患者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直肠
癌晚期。

双镜联检精确查直肠恶变
肛肠疾病种类繁多，症状相

似，像便血就是痔疮、肛裂、肛

瘘、直肠息肉甚至是90%以上的直
肠肿瘤的早期症状。可是，80%的
患者都对便血不在意，将痔疮与直
肠肿瘤混淆，延误病情，最后检查
发现是直肠恶变晚期的患者不在少
数。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采用韩国电
子肛门镜和日本奥林巴斯电子结肠
镜检查系统，可对肛肠内部深层病
灶进行图像采集、实时拍照、实时
诊断，可观察到大肠黏膜的微小变
化，如肿瘤、息肉、溃疡、糜烂、
出血、水肿等，从而对症制定出最
佳治疗方案。

目 前 ， 海 南 杏 林 肛 肠 医 院
（省、市和新农合医保定点单位）引
进 TST、PPH、HCPT、COOK 等
微创技术，解决了传统肛肠手术疼
痛的问题。

天凉好个秋，治痔疮正当时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微创
除痔”健康热线：31933333

春、秋是痔疮疾
病的多发季节，入秋
后，前往我省肛肠病
省级专科医院——海
南杏林肛肠医院治疗
痔疮的患者更是明显
增多。中医认为，秋
天空气干燥、缺乏水
分，人体的调节功能
容易紊乱，出现大便
干结、便秘的情况而
诱发痔疮。

南国都市报 10月 21日讯（记
者王洪旭）20日上午，来自湖北省恩
施州建始县长梁乡的俞先桂，坐在一
张铺了凉席的木板床上，手脚并用，
紧紧地按住不断哭喊的小孩；只要稍
有放松，小孩就用头撞木板，手乱抓，
脚乱踢，一阵阵狂躁的“挣扎”。自小
孩发病以来，进医院检查后由于无钱
医治，俞先桂只好带孩子呆在出租屋
内，如今她已被孩子抓得浑身是伤，
盼有好心人帮助，“救救孩子”。

俞先桂说，9月 23日下午 3点
多，5岁的小孩陈俞淋睡了一觉起来
后，就大喊大叫，开始用头撞床、撞
墙，突然就不会说话了，只会声嘶力
竭的喊，然后也不愿意下地。“一开始
以为，过几天就好了，但后来发现没
有好转，也没有钱治。”俞先桂说，10
月14日，实在没办法了，她就带孩子
前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去年6月
她的丈夫在该县境内出车祸死亡未
获相应赔偿，他们此次前往希望得到
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救助，但无果，只
有一位不认识的好心人，给了他们
200元。

14日当天，俞先桂带小孩到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检查，被
诊断为：急性扁桃体炎和脑积水，建
议到上一级医院做进一步诊治。由
于无钱医治，他们于16日出院，返回
海口。18日，俞先桂又带小孩到海
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门诊诊断
为：病毒性脑炎，需要交3000元押
金，但是俞先桂身上只有不到400元
钱，于是她只好带孩子回家。

19日上午，俞先桂带着孩子和
一张“求助”海报，到万绿园门口向路
人求助，一下午求得200多元的捐
款。20日中午，俞先桂满脸无助，她
的泪水在丈夫死去时就流干了。

俞先桂母子二人租住的房屋，位
于下灶村的民房里，房间内十分简
陋，只有一张桌椅和两张木板床，房
屋中间用一堵墙隔开，隔墙上写着一

些琼中、海口等地政府部门的电话。
俞先桂说，这是她为死去的丈夫四处
奔走维权过程中，记录下来的电话号
码，担心丢失就写在墙上。

据俞先桂回忆，她的丈夫在17
岁时就来到海南打工，结婚后她也跟
丈夫来到海南。2013年 6月 20日
07时05分，她的丈夫陈国峰开一辆
重型半挂牵引水泥罐车，在琼中乌那
线11KM + 50M处，发生了交通
事故，车辆侧翻到山沟里，造成车上
包括其丈夫在内的两人当场死亡。
后来这起交通事故，经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安监局调查，属于一起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丈夫车祸去世后，生活
过得很艰苦，现在孩子又患病，真是
雪上加霜。”

“这几天孩子哭喊得厉害，一栋
楼的租户都听烦了，房东也想让我们
搬家，可是我们无处可去。”俞先桂无
助地说，20日上午，居住在附近的一
位好心阿婆听到孩子的哭声，以为只
有孩子一个人在家，于是上楼探望，
得知了他们的遭遇后，也掏出200元
钱，并叮嘱她尽快带孩子去治病，“这
些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不会忘记。”

如果爱心人士或爱心企业愿意
帮助这位可怜的5岁患儿，请拨打南
国都市报新闻热线：966123。

父亲1年前遭遇车祸身亡
5龄童患重症痛得头撞墙
事故的赔偿还未讨到，不幸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苦命母子希望得到爱心相助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1 日讯
（记者 王龙风） 10月21日，这已
经是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小区
B区上千户居民第六天没法正常
使用自来水了，这让住户们叫苦
连天。

怡心花园小区B区的住户介
绍，这些天因为没有水用，所以大
伙儿都拿着水桶跑到楼下去接消防
栓的水使用，而这一情况已经跟物
业反映好多天了，情况仍旧不见好
转，这让大伙儿怀疑物业人员的工
作效率。有的低楼层住户有时家里
能接到一点水，但水量不稳定，时
有时无，也让大伙儿感到揪心。

广东珠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李先生介绍，因为小区水

泵安放在地下室内，通风条件差，
容易受潮，导致水泵出现了问题。
为了减少目前这上千户住户用水难
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把小区公共消
防栓的水打开供应住户使用，另一
方面安排人员24小时在水泵机房
守候，采取手动供水的方式供水。
但是由于手动供水无法很好地控
制和保持水压平稳，所以就导致
供水无法稳定，遇到用水高峰期
时，不少家庭无法接到自来水。

李先生介绍，水泵靠电子系
统供水，但是变频设备坏了，所
以他们已经联系上厂家，厂家正
从浙江方面调运设备过来维修，
估计还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完全
修好。

儋州一小区上千户居民用水难
物业：水泵坏了换手动供水不稳定

南国都市报10月21日讯（记
者王小畅）19日起，家住海口胜景
路中财公寓的住户，都为没水没电
犯愁，而导致这样的原因，却是小
区附近的道路施工，将埋在地下的
电缆损坏了，在维修的问题上存在
争议，施工方迟迟未能给予修缮。

据了解，中财公寓住户大部分
是从北方来海南过冬的老人，因小
区停电后，电梯停用，水也不能抽
到住户家中，给大家的生活造成很
大的影响。

“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有病，
需要电吸氧，这么久没有解决，出
了问题怎么办？”住户叶女士着急
地称，别的小区被挖断的电缆都修
复供电了，可他们小区那根电缆只

是被挖破了在外面包裹的皮，却拖
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对于迟迟没供电的原因，该公
寓物业徐经理称，是因为施工方
损坏高压电缆后，只是自己做了
简单的包裹处理，没有请有资质
的专业人员进行维修，达不到供电
部门的要求，所以一直没有给住户
们供电。

当天下午3点多，记者来到道
路施工方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已经联系了有专业资质的
维修人员，正在备料，估计下午6
点多钟，就应该可以恢复供电了。

据悉，到20日晚上7点多钟，
经维修人员对电缆进行修理，中财
公寓终于恢复供电。

道路施工损坏电缆
致海口中财公寓停电停水

近日，有许多市民反映，在海
口市大同路香港城前把人行道围
成一条收费的停车带，占用公共人
行道设置停车区域，对停放的车辆
收5元/辆，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们只
负责收费，不负责车辆保管、车辆
丢失、损失等一切安全问题车主自
负。牌上标有占道费，市民质疑谁
给他们的权力把人行道圈起来收
停车费。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圈占人行道停车
只收费不看管

近段时间来，不少市民反映海
口不少二手车市场挤占人行道，
这样占道经营不仅影响了市容市
貌，还影响了居民出行，希望相关
部门能加强管理。20 日，记者走
访南海大道、龙昆南、海垦路等路
段发现，二手车市场占道经营现象
依然严重。

对于二手车市场占道经营，不
少市民颇有说辞，他们认为，加强
对城区内二手车市场占道经营的
管理，应提高经营二手车行业的准
入门槛，“既然是做二手车生意的，
就应该有停车的地方，这样一来方
便客户看车，二来也不影响城市交
通和市容市貌。

采访中，不少二手车经营者表
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规划长久
的、容纳量足够的专门场地，这样
商家既能集中经营，还能把交易气
氛带动起来，把客户们都吸引过
来，这样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市貌
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承贤摄

二手车占道经营
人行道成交易市场

今年5岁的陈俞淋，当他狂躁的踢打时，其妈妈根本按不住，需要姑
父帮忙。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洪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