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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神经性耳鸣，每天耳朵里会
24小时不停的鸣响，令人心烦意
乱。耳鸣久治不愈容易引起耳聋，
耳聋失聪七八十分贝就根本无法跟
人交流。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的专家
可用先进“氢离子导入疗法”的
手术治疗神经性耳鸣，让患者重
获新生。

那么，“氢离子导入疗法”究竟
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法呢？

“氢离子导入疗法”的
治疗原理是什么？

“氢离子导入疗法”的制作原理

是在精确找准病灶的情况下，采用
氢离子导入的方法让药物进入到病
灶部位进行治疗，该治疗能有效刺
激耳穴，避免了常规手术治疗对耳
部组织的损伤，能安全、无痛苦地治
疗耳鸣耳聋。

“氢离子导入疗法”的
优势有哪些？

“氢离子导入疗法”治疗耳
鸣耳聋时间短基本上都是一次治
愈。不仅如此，“氢离子导入疗
法”还避免了常规手术对人体的
伤害，氢离子导入技术无需直接
在耳部实施手术，而是采用氢离

子导入的方法让药物进入到病灶
部位，不损伤耳部组织，不开
刀、不出血，愈后不易复发。

“氢离子导入疗法”为什么
被成为治疗耳鸣耳聋的健康疗
法？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的专
家表示七岁以上的患者都能采
用“氢离子导入疗法”来治疗
耳鸣耳聋，该疗法治疗老年性
耳鸣耳聋有明显疗效，治疗过
程无创伤，深受海南地区的患
者好评，许多国内耳喉专家称
此疗法为治疗耳鸣耳聋的健康
疗法。

深情四月：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启动“拯

救耳鸣耳聋，健康人生”活动

活动检查治疗人群范围：
●各种耳鸣耳聋、耳痛、耳部红

肿、耳朵流脓、耳痒、耳充血、听力下
降的人群。

●突发性、神经性、老年性、药
物性、混合性、病毒性各类耳鸣耳
聋、听力下降患者。

●十几年久治不愈的二饼，吃
药打针无效的患者。

●担心药物副作用、不适合手
术的患者。

活动期间为方便海南地区
的广大患者就诊，武警海南总队
医院特开设24小时耳鼻喉专家
咨 询 热 线 ： 0898-
65252866。 在 线
QQ1368299788，此外登陆警
海南总队医院耳鼻喉网站：
http：//www.hn- 120.com/可
以在线免费预约武警医院耳鼻
喉。医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文
明东路49号

特别提示

耳鸣耳聋想治根？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
武警海南总队医院耳鼻喉微创为您解除病痛

患了耳鸣耳聋不能拖

水塘附近冒出
成片简易厂房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反映，在海
南农垦农业科学研究所对面，冒出了
成片的简易厂房；这些厂房不仅未经
审批，且极有可能占用了湿地公园规

划用地，这势必会对湿地的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接
到线索后，记者于3月19日前往现
场走访调查。在海南农垦农业科学研
究所斜对面有一条水泥路，路旁是一
口水塘，水塘南侧赫然耸立着几间简
易厂房。而沿着这条水泥路继续往里

走几百米，到一个公司附近，映入眼
帘的同样是几间盖好的白体简易厂
房，厂房占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厂房人员称手续齐全
厂房外租每平米15元

连片的厂房门前是一条硬化路，
顺着这条路走，除了已盖好的简易厂
房，还有两块已经打好的地基。在现
场，一位自称来自广东的彭姓男子告
诉记者，两块已打好的地基都是他姐
夫的，将于今年六七月左右建起钢结
构，高约6米的简易厂房，厂房面积
达几千平方米。记者表达了欲租用的
想法，彭姓男子称届时可以每平方米
15元的价格出租，并声称他建的厂
房都有合法手续。

有关部门叫停施工
已上报申请拆除

这些厂房到底有无相关手续？龙
华区城管部门在接到记者反映后，安
排两名城管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这一片我们在年前已经立案

了，并且上报到区局。”现场查看确
认后，一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因无
相关报建手续，他们已叫停施工。至
于紧挨水塘的几间白体简易厂房，该
名执法人员表示，这里的厂房之前已
被拆除，这些都是后来抢建的，他们
也下了处罚决定书。

随后，记者从城西镇国土所负责
人得知，此前，他们曾以“违法占用
国有农用地”为由，对记者反映的该
片简易厂房下达处罚决定。除了现场
叫停，还向上级部门上报申请拆除。
对于何时拆除，该负责人说，还需由
上级部门决定。

规划部门认定
属湿地保护带

记者了解到，海口市湿地与森林
公园基本位于椰海大道与绕城高速公
路之间，属于南部绿地控制带。

根据 《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年—2020年）》与《海口市
南部生态绿化带控制性详细规划》，
海口市有关部门已初步形成永庄水库

森林公园、沙坡水库森林公园、白水
塘湿地公园、玉龙泉森林公园的选址
规划，将围绕海口主城区形成一个自
西向东的城市公园带。

那是否确如村民所说“简易厂房
占用了湿地保护带”？为此，记者向
海口市规划局进行求证。

7日上午，海口市规划局二处吴
清波处长对照《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化
带控制性详细规划》图纸，经再三确
认，吴处长认定，记者反映的简易厂
房位置确属海口市南部生态湿地保护
带范围内。“准确来说，应该是永庄
水库以东的湿地范围。”吴处长说，
《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带控制性详细规
划》范围内的湿地，是不允许违法建
设的，规划部门是不可能批的，具体
的处理，需由执法部门来进行。

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地控制带内
的湿地正遭受破坏，村民呼吁，有
关部门须依法拆除这些未经审批的
建筑，严格保护湿地的独特资源。
关于此事的相关进展，南国都市报
将继续关注。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
林方岱）为还债养家，年过6旬，
本该待在四川老家安享晚年的吴
绪金选择外出打工。3月28日晚9
点30分许，不幸悄然而至。62岁
的吴绪金在经过三亚市天涯区水蛟
路时被一辆黑色小轿车撞倒，肇事
司机随后逃逸。

一场地震让他离家外出打工

4月7日，在三亚市农垦医院
住院病房内，记者见到了伤者吴
绪金。躺在病床上的他，面部上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痕。“受伤
后，岳父昏迷了几天才苏醒过来，
目前意识仍然很模糊，只隐约记得

我们几个亲人和朋友。”吴绪金被
撞后，在新疆打工的女婿成安书向
所在工地老板借了5000元，匆忙
赶到三亚照顾岳父。

“我们家刚还完 6万余元外
债，没想到又摊上这事。”成安书向
记者提起了家里的情况。吴绪金
有两个女儿，妻子患有残疾，一家
人靠务农谋生。前些年，同是四川
人的成安书迎娶了吴绪金的小女
儿，成为上门女婿，并育有一名男
孩。2008年期间，受汶川大地震
影响，家住四川省绵阳市大康镇的
农户吴绪金一家受到波及，家里房
子严重破损。为重建房屋，吴绪金
向亲戚朋友借了6万余元。房子

修好后，为尽快还钱，吴绪金和成
安书一同外出打工。

几年下来，靠着出卖苦力，
吴绪金和成安书终于将家里的债
务还清。2015年春节过后，为补
贴家用，两人再次商约外出打
工。吴绪金来到中铁七局位于三
亚水蛟路的一处工地做水泥工，
成安书也于3月底奔赴新疆一处
工地做水电工。

一场车祸让他一家雪上加霜

债务已经还清，家里人都劝
他回家安享晚年，但他却坚持趁
着身体硬朗再干几年，赚够外孙
上大学的费用后再回家。不曾

想，3月28日晚发生的车祸却让
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当晚
9点多，吴绪金拿着从老板那发的
生活费前往工棚不远处的小卖铺
买面条，为工友们准备夜宵。当吴
绪金拎着面条经过水蛟路时，一辆
疾驰而过的黑色小汽车突然撞向
他，将其撞飞5米多。事发后，司
机并未停车，而是迅速逃离现场。

据目击车祸发生的小卖部老
板介绍，他看到后跑了出去追肇事
车辆，但追不上。由于夜晚光线不
好，也没能看清楚车牌号。记者从
三亚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了解到，
目前警务人员已陪同伤者家属前
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取证，但目前

还未找到肇事车辆。如市民有相
关线索，可向交警部门反映。目
前，此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拿不出医药费 他面临停药

没有保险，又不是工伤，再加
上找不到肇事车辆，事故发生后，
庞大的治疗费压得吴绪金一家喘
不过气。“现在拿不出医药费，做手
术至少还需十万以上。”成安书说，
事发后，工地方面捐了5000元，他
们一家东拼西凑了1万余元，目前
医疗费已花完。记者了解到，由于
不能进食，目前吴绪金只能靠输液
提供能量。成安书说，希望警方能
尽快找到肇事者，救岳父一命。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者
王忠新）“我弟弟才17岁，发生
这次事故，差点就没命了。”近
日，家住海口市龙桥镇的小吴向
南国都市报求助，她17岁的弟弟
3月26日晚在海口椰海大道被一

辆面包车追尾撞伤，导致当场昏
迷，肇事司机不知去向。被撞男
孩吴某被急救人员送医后，及时
醒来，并告诉家人发生车祸。

据吴某称，3月26日晚8时
30分左右，他去帮母亲送东西，

骑电动车沿椰海大道从北往南靠
路面右侧行驶，经过永安家私靠
近酒厂附近时，突然被一辆车追
尾撞倒，当场失去知觉。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
上，旁边都是医护人员，真是太

危险了！”吴某称，他家人被告
知，是海口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龙华大队事故中队负责处理此
事。“监控录像已锁定车牌号码，
和目击群众看到的应该一致，是
琼AAW*61，一辆面包车，对方

司机撞人后就直接把车开走了，
到现在都没有出面！”

据了解，目前交警部门相关
办案人员正对此案做进一步调
查。警方提醒，肇事司机应立即
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

没有审批无相关报建手续

海口湿地保护带上
冒出成片简易厂房

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地控制带海口市南部生态绿地控制带，，位于椰海大道与绕城高速公位于椰海大道与绕城高速公
路之间路之间，，带内坐落着规划以永庄带内坐落着规划以永庄、、沙坡沙坡、、白水塘及玉龙泉为核心白水塘及玉龙泉为核心
的四大湿地森林公园的四大湿地森林公园。。然而然而，，这个有海口这个有海口““肺肺””之称的控制带之称的控制带，，
如今却难逃破坏之手如今却难逃破坏之手。。在永庄水库以东的海南农垦农业科学在永庄水库以东的海南农垦农业科学
研究所对面的湿地保护带内研究所对面的湿地保护带内，，成片的简易厂房拔地而起成片的简易厂房拔地而起。。

南国都市报记者南国都市报记者姚传伟姚传伟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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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友买夜宵遇车祸 62岁老汉被撞飞

骑车帮母亲送东西 17岁男孩遭撞昏

湿地保护带上乱搭乱建的简易厂房。

有关部门已叫
停并上报申请拆除

村民呼吁：保护
湿地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