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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有人违规堆放填埋垃圾》续

“患了这东西难以启齿,忍着又
让人坐立不安。”年逾六旬的老刘在
忍受痔疮反复脱出并便血半年之苦
后，近日终于到省级肛肠病专科医
院——海南杏林肛肠医院接受痔疮
PPH微创手术，轻松解除痛苦。

痔疮久拖不治变脱出

日前，坐在海南杏林肛肠医院
肛肠科门诊的老刘焦急地喊道：“护
士，轮到我了吗？我这屁股实在不
能坐太久。”原来，老刘肛门口长了
2个葡萄大小的肉球，坐下来就挤
压得疼痛难忍。

据老刘介绍，四、五年前，她就
有便秘、便血的症状，后来到社区门
诊看了一下，医生说是痔疮，建议转

到肛肠专科好好查查。但老刘选择
了用药保守治疗。就这样，反反复
复拖到了现在。进两个星期来，海
南天气转冷，由于经常和朋友聚餐
喝酒，他的痔疮家中，开始出现肛内
块物反复掉出来的症状，同时伴有
便血。这块东西严重影响他的生
活，他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用力。

在医院，接诊老刘的肛肠科副主
任医师肖建林通过无痛电子肛肠镜
检查，确诊老刘患的是“环状痔”，是
由于此前的痔疮一直没好好治疗导
致。在了解“COOK”枪无痛微创手术
的特点之后，老刘选择了手术治疗。

“手术只用了20多分钟，而且
术后也不怎么痛。早知有这么好的
技术，我就不用受这么久的罪了。”

对此前羞于就医，老刘表示很懊悔。

肛肠疾病千万别“攒着”

肖建林主任介绍说，冬季气候
干燥，人体内水分极易蒸发，加上人
们在 冬季大鱼大肉、大燥大热的过
度进补，易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
进而诱发或加重痔疮。

便血，是常见的肛肠疾病症
状，市民多认为痔疮发作，不放在
心上。事实上，一旦出现便血，则
说明肠道内有“出血点”，不只是痔
疮，肛裂、直肠息肉、溃疡性结 肠
炎，以及直肠癌等都有便血症状发
生。一些患者除便血外，还可能伴
有肛门疼痛、坠胀不适、肿物脱出
等，这都属于肛肠疾病的典型症

状，多是直肠与肛管处存在 出血
点以及病灶部位。“不少患者对肛
肠疾病有一些老观念，认为便血是
痔疮发作、偶尔便血应该没什么问
题、十人九痔，忍忍就过去啦，其实
这很可能是在延误病情，而肠癌也
可能因此趁机而入。

肖建林主任提醒，门诊中，不少
患者出现便血、疼痛、脱出等症状就
以为是痔疮，未经过专业检查，就自
己去药店买药治疗，病情时好时
坏。对此后出现的便血见怪 不怪，
等到肛门部位出现下坠、胀痛等不
适感，再去医院就诊时竟是直肠癌。

微创轻松治疗多种肛肠病

作为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批准

的省级肛肠病专科医院，除了
COOK 痔疮枪、HCPT 消融技术
外，海南杏林肛肠医院（省、市医
保和新农合定点医院）还引进了
PPH、DG—HAL 多普勒痔动脉
结扎、TST选择性痔上黏膜吻合
术等多项肛肠微创技术，针对各
类痔疮、肛瘘、直肠息肉、脱肛等
肛肠病，手术都只需 20 分钟左
右，轻症患者几乎可随治随走。
如果您出现便血、便痛、排便不
净、肛门坠胀、瘙痒、脓肿、有异
物感、肛门流粘液或血水、肛门
有肿块突起等症状或是及肛肠疾
病久治不愈、手术失败、术后复
发，都可拨打电话31933333找专
家看一看。

肛门挂了2个小肉球，“COOK”一枪除痔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微创除痔”健康热线：31933333

南国都市报 12月 13日讯（记
者利声富通讯员罗佳）普通水果谎
称优质水果高价卖给游客，且包装
箱也算入水果重量。12月 11日，
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根据群
众举报，依法查处了一家缺斤短
两、以次充好的水果店，两名涉案
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
支队接到群众举报，三亚市水蛟村
高速公路入口处一家名为“海南热
带水果特产”的水果店存在缺斤短
两、以次充好的情况。接报后，旅
游警察支队民警立即对水果店进行
暗访，并掌握了该店的基本情况。

12月 11日，旅游警察支队对

该水果店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查到
该店将进货价七、八元一斤的普通
水果谎称优质水果，以28元/斤的
价格卖给游客，并在称重时将原本
应当去掉的包装箱算入水果重量。
警方立即依法将涉案人员郑某荣
（男，50岁，江西余干人，系该店
老板）、郑某火（男，27岁，江西

余干人，系该店销售人员）传唤至
辖区天涯分局凤凰派出所。

经审问，涉案人员郑某荣供认
了在卖给游客水果时以次充好，在
称水果过程中动手脚缺斤短两的违
法事实。目前，旅游警察支队已以
欺诈对郑某荣、郑某火处行政拘留
15日。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
者王洪旭文/图）今年58岁的符学
造，是一名带病回乡退伍军人。2
年前，他不幸被确诊患上了腹膜后
肿瘤，期间因病情复发先后4次手
术，花费了20多万元，花光了积蓄
又欠下10多万元外债。如今，第四
次手术后，躺在病床上无钱医治。

11日上午，海南省人民医院胃
肠外一科病房，躺在病床上的符学
造，说话都很吃力，他的大儿子符
江伟在一旁照顾。

符学造说，他是一名退伍老
兵，临高县多文镇人，1976年参军
入伍，1979年2月参加了对越自卫
反击战，1981年带病退伍回乡。从
此以后在家务农。他是海南省重
点优抚对象，每月都领取抚恤补助
金，一个季度2000元。

2013年，符学造因肚子疼痛到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
为腹膜后肿瘤，并进行了手术切
除，术后病理提示：脂肪肉瘤。由
于该肿瘤易复发，去年11月，复查
时发现肿瘤增大，于是就进行了手
术。今年3月28日，符学造又感到
不适，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做了第三
次手术，术后顺利出院。

过了几个月舒服日子，后来符
学造又感觉闷胀不适，不能长时间
坐立。11月4日，他的肚子肿得像

个大篮球，痛得厉害，还发烧。
“他的肚子肿得大大的，要做

切除手术风险很高。”海南省人民
医院胃肠外一科住院医师田长智
说，一个多月前，符学造再次来医
院时，肿瘤已浸入到腹腔、肠管等
部位，而且肿瘤巨大，首先要避开
腹部主动脉和膈肌，不然会出现大
出血和呼吸困难。“患者坚持要做
手术，求生欲望很强。”田医生说，
他们就协调血管外科医生一起讨
论手术方案，共有5个医生、2个护
士和2个麻醉师，一同协作开展切
除手术，经过7个小时的努力，手术
很成功。田医生说，切除肿瘤有20
多斤，也是比较少见的。

海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一科主
任王保春说，符学造后续还要进行
放疗，不然肿瘤很快又会长回来。

撞坏3米隔离栏
赔偿4000多元
车主：为啥这么贵
交警：有疑虑可咨询物价部门

南国都市报12月 11日讯（记
者 林方岱）前不久，三亚一名车主
杨先生在月川桥附近路段不慎撞坏
了道路隔离栏，因为交通肇事，杨先
生的货车被交警部门扣走，必需赔
偿撞坏护栏的费用才能取车。杨先
生只好掏钱赔偿，但对于4000余元
的赔偿数额，他认为实在是太贵了。

据杨先生介绍，当时损坏的护
栏大概在3米左右，可最终缴纳赔
偿款时却是按照9米左右来赔付
的，一共要赔偿5000元左右，最终
经过协调，他支付了4000余元赔偿
款给护栏公司，这才从扣车场拿回
了自己的货车。

杨先生说，他对于赔偿标准感
到不满，质疑存在乱收费行为，希望
相关部门引起重视。针对此事，记
者从三亚市交警部门了解到，关于
道路护栏的赔偿标准，护栏公司在
物价部门有备案，收费也是严格按
照备案价格来进行的，车主如有疑
虑，可前往物价部门进行咨询。

想不通想不通！！

三亚一水果店以次充好
老板伙计双双被拘

卖价超进货价3倍还缺斤短两 够黑的！

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带病回乡老兵患肿瘤
先后4次手术欠债10万元

帮帮他帮帮他！！

爬石狮玩耍
摔下来咋办

涉事企业
被责令限期整改
现场垃圾一天内清理完毕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
者石祖波）本报12月9日对陵水黎
族自治县光坡镇富力湾开发区建筑
工地附近空地上，有人违规随意堆
放和就地填埋垃圾的情况进行了曝
光，引起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

陵水光坡镇镇长肖海山接受采
访时介绍，相关报道经刊发后，该县
相关领导也已经第一时间作出批
示，要求对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和查
处。“事发后，我们也已责令涉事企
业立即对现场违规倾倒和填埋垃圾
的情况进行限期整改，经过一天的
清理，现场违规倾倒的垃圾已基本
清理完毕。”肖海山说。

在12月9日当天下午，记者从
事发现场了解到，施工企业正迅速
组织人力对现场垃圾进行分类处
理，并调来挖机和卡车，将现场白色
建筑垃圾运离现场。此外，据周边
居民反映，陵水国土资源环境部门
等相关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进行调
查并监督现场垃圾处理的情况。目
前，陵水光坡镇富力湾开发区海边
违规倾倒和填埋垃圾的行为得以及
时制止和规范，周围居民纷纷来电
对本报监督报道进行点赞。

引重视引重视！！

躺在病床上的符学造

医生捐钱救治老兵
呼吁爱心人士伸援手

几天前，符学造就开始欠费
了，是该医院胃肠外一科的医生们
给他捐钱，他才得以继续治疗。

据了解，符学造的儿子符江
伟之前在深圳一家工厂打工，父
亲患病后才回到海南照顾。符
江伟说：“父亲先后4次手术，共
花费了20多万元，家里的积蓄花
光了，又给亲戚朋友借，如今已
欠债10万元。”

目前，符江伟的弟弟在海
口做搬运工，一个月挣 2000
元，对于父亲治疗只是杯水车
薪。符江伟说，前几天没钱输
液了，有医生就掏钱给父亲拿
药输液，随后还有医生给他父
亲捐钱，现金共2000多元。“非
常感激医生，对我们很好，会永
远记在心里。”

对此，王保春说，“看着这位
老兵没钱治，有些不忍心，希望
更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
援手，帮助这位老兵。”

老兵不能被遗忘，如果您愿
意为带病回乡的退伍老兵符学
造捐款，请拨打南国都市报新闻
热线：966123；或联系他的大儿
子符江伟：13876264215。

在海口海甸岛人民大道上有
个2米多高的石狮子，经常有小孩
子爬到上面玩耍，看到有大的孩子
们这样爬，有的小孩子也跟着学。
一旦掉下来也是很危险的。

南国都市报记者陈卫东摄

有危险有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