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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痔疮高发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肛肠科副主任

医师朴金玉表示，从海南肛肠病人的
发病来看，夏季和冬季，肛肠疾病的
发生率较高，尤其是以痔疮较为常
见。夏季痔疮高发因素很多，主要是
由于夏季天气炎热，疲劳过度、休息
时间不足等，容易使肠胃浊气不能及
时排出，淤积于血在肛门处引发了痔

疮。再加上夏季人们又喜欢吃麻辣食
品、各式烧烤及饮啤酒等，都有可能
会引起大便干燥、排便困难等情况，
而便秘是诱发痔疮的一个因素；另外
夏天食物容易变质，稍有不注意很容
易引起急性肠胃炎，导致腹泻促使痔
疮发作。而对于那些长时间坐在软座
椅上办公的白领们，由于久坐缺乏运
动导致血脉不通、血管扩张等，容易
引发痔疮，更需要注意在夏季对痔疮
的防治和保健。

根据“春生、夏长”的规律，盛
夏时节人体也处于新陈代谢较旺盛的
时候，此时对痔疮等肛肠病治疗后创
伤的生长、恢复更有利，而医院层流
净化手术室、无菌手术操作、家庭空
调等的使用，也对夏季痔疮手术有
益，所以痔疮患者可抓住盛夏这一良
好时机治疗。

“肛门”疾病并非小疾
由于痔疮发生在我们最私密的地

让，让很多的患者难以治疗，所以这
就导致了大多数人对于痔疮认识的缺
乏性，也就很容易走入痔疮误区。

“痔疮是小病，可治可不治。”这
是许多人常有的观念，朴金玉主任指
出，这是不少病人的想法，也是患者
很多但就诊不多的原因。尤其是一些
女性患者，不好意思到医院治疗，能
忍就忍能拖就拖，这样只会迁延不
愈，失去根治良机。再则有的市民还
误认为：“痔疮是慢性病，弄点药调
理一下就慢慢好了。”实际从临床上
看，用药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很
难根治。由于肛门部血管丰富，本身
容易瘀血，有时候便秘，排便的力量
大，增加腹压破坏中央静脉，容易形

成血管瘤。口服药一般是用来调解大
便的，出血的话只能止血，常见的消
炎软膏实际上仅对肛周的皮炎、湿疹
有效。

临床上很多患者将诸如便血、疼
痛、肛门潮湿、瘙痒等与痔疮相似的
症状，就误当痔疮治疗。实际上肛门
疾病有100余种，常见的有痔疮、肛
裂、肛瘘、肛乳头纤维瘤、肛门尖锐
湿疣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的确
有相似之处，但其诊断和治疗是完全
不同的，尤其危险的是把直肠癌当作
痔疮，拖延误治则后果不堪设想。

“痔疮手术非常痛”是误传
形容“痔疮手术比女人生孩子还

痛”这是多年前传统手术的问题。现
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开展的 PPH 和

HCPT微创手术而言，显然没有痛苦
之说。两种微创技术各有优势，针对
患者病情不同，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
个性化治疗。PPH的吻合口在肛门
齿线以上，没有敏感的痛觉神经末
梢，因而术后疼痛明显减少，且术后
患者恢复时间快。该技术适应症广
泛，可运用于内痔、外痔、混合痔、
嵌顿痔、肛门狭窄、直肠粘膜脱垂等
疾病的治疗。

而HCPT治疗痔疮是通过高频
电容场，使组织内带电离子和偶极离
子在两极间高速震荡产生内源性的
热，使痔疮组织液干结、坏死、继而
自然脱落。该技术基本不会损伤人体
组织，治疗周期短恢复快，特别适合
中老年人和注重效率的白领人士，同
时也适合用其他手术治疗后又复发的
患者。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利声
富）游客轻信路边传单参加潜水项目
时，遭遇强迫消费。针对网友反映的
情况，三亚市公安、工商等多部门成
立联合执法组展开调查。经查，网友
反映的情况属实，一名张姓男子私自
组织非法经营海上游，涉嫌刑事犯
罪，目前已被公安部门抓获。受其雇
请并强迫游客交易的潜水教练李某
某，被行政拘留10日。

3月13日，网友“投诉三亚远
洋”在某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三亚
请还游客一片蓝天，一个公道”的帖

子，称其与女友在三亚旅游潜水时被
强迫消费。三亚市政府获悉后，立即
要求由三亚市公安部门牵头，工商、
交通、海洋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
对此事从严从快调查处理，以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发帖人程某某介绍，他于2014
年12月29日与女友张某某到三亚旅
游。二人游玩时，遭遇一位发旅游传
单的阿姨主动搭讪，后在该阿姨的推
荐和带领下，于次日前往三亚星华码
头参加海上游项目。程某某说，他和
女友共交了400元（每人200元）用

于参加包括橡皮艇、摩托艇、水上蹦
蹦床、潜水等项目。当轮到潜水项目
时，又额外消费 980元 （每人 490
元），用于购买潜水口罩、潜水衣以
及进行水下拍照等。可是他俩也没想
到，下水后，潜水教练李某某又向二
人推销水下视频拍摄服务。遭到二人
拒绝后，李某某便在水下拖住女友张
某某的氧气瓶来回浮沉。迫不得已，
二人又补交400元的视频拍摄费。

经执法人员调查发现，李某某以
每日工资200元和水下拍摄服务回扣
25%的待遇，受雇于一名张姓男子。

经调查，张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和相
关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海上
观光、海钓、潜水等经营项目，其行
为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相关规定，三亚市工商局正在对当事
人涉嫌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

联合调查组还发现，张姓男子无
照经营金额达到30余万元，涉嫌刑
事犯罪，目前已被公安部门抓获。同
时，李某某强迫交易的行为违反《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依法律
规定，公安机关对李某某予以行政拘
留10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

天气热了，痔疮痛了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微创除痔”健康热线：31933333

“天气炎热，困扰我的痔
疮又发作了，之前还管用的
痔疮膏，这几天却不怎么起
作用了。”日前，在肛肠病省
级专科医院——海南杏林肛
肠医院肛肠科门诊，五十多
岁的林师傅向医生诉苦说。

轻信路边传单“被坑”
游客潜水时遭遇强迫消费
涉事潜水教练被行拘10日，雇主非法经营海上游被公安部门抓获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
张期望 文/图）“这场火多亏他拿
来了灭火器！”7日上午9时许，琼
海市北门农贸四街，一幢六层居民
楼的一楼杂物间突然着火，大火将
一楼杂物间内的木板烧着，浓烟漫
向二三层出租屋，情况非常紧急。
就在这时，附近一间汽配店的老板
拎来灭火器，很快将大火控制住。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起火的房间位于居民楼的一楼，是
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里面堆放了
大量的合成板。杂物间的前面则是
一家销售日用塑料用品的店铺，两
者之间仅隔一道玻璃窗。着火的杂
物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墙壁已
经被熏黑，部分木板已经引燃。

“可能是屋内电表短路引发的大
火。”据参与灭火的居民唐陈明介
绍，当时自己正在附近干工，看到
杂物间的窗户往外冒烟，就过去查
看情况。随后，其他邻居也赶了过
来，他们先将电表的开关关了，准
备用水灭火。由于杂物间的玻璃门
紧闭，参与灭火的邻居用石头砸碎
了玻璃窗，就在这时屋内氧气量一
下子增大，屋内开始燃起了明火。

尽管唐陈明等人试图用脸盆和
桶在旁边接水扑火，但是火势越来

越猛，眼看就无法控制。这时，在
居民楼附近的日达汽配店老板潘日
看到后，立刻从店里拎来一个泡沫
灭火器，站在窗前一阵猛喷。由于
泡沫喷射的面积大，杂物间的面积
并不大，很快就将火势控制住了。
随后在唐陈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
不到十分钟，大火被扑灭了。“要
是没有他的灭火器，这幢楼估计要
起大火了。”参与灭火的唐陈明
说。当天上午9时20分，消防官兵
赶到时，大火已基本被扑灭。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
王小畅 文/图）7日上午7时40分
左右，海口海榆中线金鹿工业园
区附近的一家木业公司的一幢两
层活动板房宿舍发生火灾后倒
塌。大火险些殃及旁边的厂房。

7日上午11时许，南国都市
报记者接到市民报料后迅速赶往
现场。到达海口海榆中线金鹿工
业园区后，由于没有清晰的路牌
标识，记者在附近寻找了半个多
小时才找到事故地点。现场弥漫
着焦味，大火已被扑灭，被烧毁
的活动板房面目全非，地上只剩
下一堆废铁皮和变形的钢材横梁。

一名工人告诉记者，起火的
是海南邦顿木业有限公司的临时
宿舍，约有20人居住。当天早晨
7时40分许，有工人发现有大量
的浓烟出来，他们先用灭火器灭
火，可是不起作用，随后现场有
人报了警。一名女工人称，什么
都烧光了，她现在所有的家当，
就是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庆幸的
是，发生火灾时，大家都去工厂
上班了，宿舍里没有人，因此没
有伤亡。据了解，接到报警后，
秀英消防大队迅速赶到现场将火
扑灭。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现场记者发现，挨着烧毁板
房的厂房内存放着大量木板等易
燃物，周边厂房都是一座连着一
座。“如果真烧起来后果很可
怕。”一名目击群众说。此外，周
边的道路指示牌不清晰，发生火
情难以寻找事故地点。对此，金
鹿工业园区的管理人员表示，起
火区域不属于他们园区管理。为
了证实不属于园区管理，园区管
理人员现场拿出了一张地图，经
过跟龙华区、秀英区相关部门核
实，才最终确认事发厂房属于秀
英区，存在于工业园、龙华区以
及秀英区三角地带。现场一名消
防官兵表示，他们将向上级部门递
交情况报告，尽快让秀英区、龙华
区以及工业园三方面协调，共同进
行安全隐患整顿。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吕书圣）6日
晚，一辆货车行驶在海口市绕
城高速羊山大道路口时，左后
轮胎突然起火并引燃左油箱，
海口市琼山消防中队官兵赶往
现场成功处置险情。

当天19时 48分，海口消
防支队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后，立即调派琼山中队官兵赶
往现场处置。消防官兵到达现
场发现，现场为一辆红色大货
车左后轮胎起火，而后引燃了
同侧的油箱，当时火势猛烈，
浓烟滚滚，所幸车上无人被
困。消防官兵立即出水枪对着
火部位进行扑救。20 时 20
分，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官
兵继续对车体进行冷却，并对
漏油地面洒水稀释。

据货车司机介绍，他的车
子平时主要用来运沙子，当时
可能是开车时间太长，导致车
轮起火，幸亏当时是空车，不
然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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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灭火的汽配店老板潘日

三亚重拳整治涉海旅游
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岳

进表示，2015年是三亚的城市治理
管理年，三亚将以此次案件的查处
为契机，出重拳对涉海旅游进行全
面清理和整治，不断加强涉海旅游
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联合执
法常态化，进一步净化和规范旅游
市场行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安全
可靠的海上游服务，切实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