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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张老师是一名来自广西
刚退休不久的人民教师，因有儿女在
小榄工作，她经常在广西和小榄之间
来往。近期，张老师感觉双腿沉重、酸
胀、乏力，发现小腿上凸起来的青筋
越来越多了，便来到小榄镇普外二区
就诊，经过相关的检查后，被诊断为

“双下肢静脉曲张”。
据小榄人民医院主治医生王晓

华介绍，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一是
先天因素：静脉瓣膜缺陷、静脉壁薄

弱；二是后天因素：长期站立、慢性咳
嗽、重体力劳动、习惯性便秘。“张老
师在讲台上站立了20多年，或是最主
要的成因，这是教师的一种常见‘职
业病’，经常能碰到类似的病例。”王
晓华称。

征得张老师同意后，王晓华为其
进行了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和曲张静
脉剥脱术+硬化剂注射术，手术过程
非常顺利，成功为张老师解决了这个

“恼人”的难题。随后，医护人员还为

张老师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护理方案：
抬高病人患肢，促进下肢血液回流；
空气压力波按摩，促进下肢血液循
环；进行“四部操”活动，预防下肢静
脉血栓的发生，以及提供轻便助行
器，指导张老师下床活动，加速术后
恢复。目前，张老师恢复良好，已治愈
出院。

王晓华说，许多患者对这一病症
并不是很了解，其实严重者可能要截
肢，长期站立讲台的教师们该如何预

防这类“职业病”？王晓华介绍，可以
长期穿弹力袜或用弹力绷带外部加
压，也可以戴上打篮球时使用的护腿
套，同时，在休息时，可以依靠床、墙
等物体将脚举高，超过心脏，促进血
液回流。另外，慢跑、关节屈伸活动、
腿部按摩，都可以预防静脉曲张。

此外，因为说话多、站立多、压力
多，老师们很容易患上咽喉炎、腰椎
颈椎等职业病，甚至因为压力太大而
患上心理疾病。王晓华提醒老师，在
咽喉炎发病时期注意少用嗓子，可以
通过调整发声方式缓解咽喉的压力。
腰椎间盘突出症重在预防，平时注意
坐姿，使用硬靠背椅子。另外，在日常
工作中要劳逸结合，户外运动对防治
职业病大有好处。

本报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林凤茹

郭献文是三角镇人，2011年从
广西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
医生、药剂师、保健老师、政府机构
文员，2015年后，来到了中山市残疾
儿童教养学校当听力师、康复教师。

“我当医生，当药剂师，都是从
病人的利益出发，开的药很便宜，并
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从医期间，虽
然口碑很好了，但是跟医院、药房企
业的经营理念相距太远，郭献文只
好辞职。

在中山市残疾儿童教养学校当

听力师后，郭献文一样很理解家长
的心理，将听障残疾儿童的康复放
在第一位，无论做什么都考虑到他
们的健康成长。

2016年，中山市残疾儿童康复学
校开始正式招生，当时他在经过训练
获得听力师、康复教师资格后，接手
的第一位学生是从珠海转过来的，已
经5岁了，是个听神经问题的儿童。

“当时家长期望很大，我心理压
力很大，不断向组长及同事请教，并
采用了新的训练方法，可是家长不

理解，认为我的做法等于说明了孩
子再也不能上正常学校。”

在孩子快要毕业时，突然退学
了，当时郭献文很内疚，认为是他教
学的原因，造成孩子退学。“之后我
什么都学，是为了让自己尽快地成
长起来。”

后来家长告诉郭献文，他的做
法是对的，孩子根本适应不了正常
学校的学习，只有去特殊学校才是
最好的选择，郭献文才解开了心结。

还有一个学生，天生耳蜗畸形，

5岁了才做人工耳蜗，其实做人工耳
蜗最好是1岁，专家对他的康复都不
抱信心，并建议家长不要浪费钱在
孩子的身上。

孩子来到学校后，当时学位紧
张，已超比例了，郭献文深知孩子康
复等不得，就说先收进来吧，多出的
一节个训课，由他来上。

后来，孩子在学校里经过康复
训练，从不会听，不会说话，到后来
慢慢地恢复了听说能力，家长也十
分感激学校及老师的尽力培训。

近日，市中医院 ICU收治一位27岁小伙子，
患者入院时神志呈浅昏迷状，上腹部持续性疼
痛，伴有发热恶寒。上腹部腹肌紧张，压痛、反跳
痛明显。急诊腹部CT报告：急性胰腺炎。家属介
绍，患者经常暴饮暴食，平时爱喝酒吃肉，生活不
规律，又缺少运动。

患者入院后，在医生郭应军带领下的 ICU团
队迅速做出判断，立即予患者经口气管插管接呼
吸机辅助通气，床边血液滤过治疗，行深静脉穿
刺保证输液通路，动脉穿刺实时观察患者血压等
循环情况，再结合中医药物治疗。全体医疗护理
团队经过十天抢救，患者成功拔出气管插管，恢
复意识，病情稳定，即将转出 ICU。

什么是急性胰腺炎？市中医院 ICU陈医生介
绍，胰腺对人的身体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分泌消
化液、控制血糖。胰腺分泌的消化液。与胃液不同
的是，此消化液偏碱性，PH值为7.8-8.4，但它却
被称为身体界的“王水”，身体上的东西几乎都能
被它溶解掉。

急性胰腺炎症是指多种病因引起的胰酶激
活，继以胰腺局部炎性反应为主要特征，伴有或
不伴有其他器官功能改变的疾病，20-30%的病
情凶险，总体病死率5-10%。

为什么暴饮暴食会引起急性胰腺炎？陈医
生表示，过量食物可刺激胃肠分泌备用泌素，
促进互助组液素、胰泌素等分泌，从而引起胰
腺大量分泌;大量酒菜刺激可导致十二指肠炎
症、十二指肠乳头部炎症，使胰液排泄不畅、导
致胰管高压或肠胰返流;暴饮暴食常致呕吐、
十二指肠内高压，有时可发生肠胰返流;大量
脂肪摄入产生的高甘油三酯血症可能也促进
胰腺炎的发生。

爱喝酒吃肉
当心患急性胰腺炎

健康中山健康中山
我在行动我在行动

长期站立工作 双腿爬满“蚯蚓”
原来是患了“双下肢静脉曲张”，医生称这是常见职业病

小腿上竟然长出了一条条“蚯蚓”！近日，在讲台上工作了 20多年的张老师感觉双腿沉重、酸

胀、乏力，小腿上还有很多青筋凸出来，像是一条条“蚯蚓”，原来是患了“双下肢静脉曲张”，是她长

期站立讲台的一种“职业病”。昨日，小榄人民医院介绍了这一病例，并对如何预防该病进行了提

醒。

让孩子“听见世界”是我一生的事业
——记听障残疾儿童康复教师、听力师郭献文

无论是在民营医院当医生，还

是在社会福利院工作，到现在当听

障残疾儿童康复师，郭献文都坚持

“干一行 爱一行”的原则。

他说，在中山市残疾儿童教养

学校工作，可以用专业帮助到听障

残疾儿童，让他很有认同感、成就

感，并表示让听障残疾儿童康复将

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中山市残疾儿童教养学
校，郭献文可以说是开荒牛。当
时只有 10 多个教师，集体个训
一起，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不
断地参加培训。当了听力师后，
他还担任起培训老师的职责。
同时，还主动承担了 2个小孩的
个训课。

“工作要有效才能实现为人
民服务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是
有社会绩效的，是可持续发展
的，残疾儿童康复得好，长大后
就为社会创造财富。”郭献文自
豪地说。

工作之余，郭献文经常参加
各类助残志愿活动，到各镇区开
讲公益课，宣讲有关听障残疾儿
童政策救助及筛查康复知识。

他说，由于听障残疾儿童 0-
6岁是抢救性康复的黄金时期，
错过这个最佳时期，康复效果大
打折扣，所以他们等不起。

“最好是入学零等待，符合
条件全部入学。”他希望政府能
够增加投入，为残疾儿童多提
供优质学位。其实，他的最大愿
望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够健健康
康的，到时世间就再也没有听
力师了。在采访的最后，郭献文
对记者说。

（蔡伟强）

不忘初心 内外兼修尽心为病人服务

近日，笔者从西区卫计
局获悉，在 8 月 30 日晚，由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
卫生健康局和中山市总工
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广东
安全知识竞赛暨粤港澳安
全知识竞赛选拔赛中山赛
区的决赛中，西区卫计系统
代表队大放异彩，在 8支队
伍中脱颖而出，勇夺冠军，
将代表中山市参加广东省
的比赛。
蔡伟强 游玉华 摄影报道

◆严禁过饱或过饥

过饥的时候胃部呈现收紧状态，忽然吃
进去那么多食物以及酒类，胃部被撑大，胰腺
也跟着倒霉，于是就会导致胰腺，在这样一饥
一饱中发炎，引发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出现。

◆避免过度吃油腻食物

那些特别喜欢吃肉类的人群，是急性胰
腺炎的高发人群。长期过度的食用油腻食物，
会直接刺激到胰腺，一旦到达一个点之后，胰
腺会在这样的刺激下出现一系列的发炎症
状，那么急性胰腺炎就会出现。一日三餐，有
肉有菜有饭，这样的搭配方式才能够避免急
性胰腺炎的出现。

◆不可贪杯严禁酗酒

严重的急性胰腺炎还非常喜欢一类人
群，那便是贪杯、酗酒的人群，这一类人往往
饮食方式不当，生活习惯差，因为你从来不要
指望一个酗酒贪杯的人，会注重生活中的那
些细节，所以这一类人，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最
喜欢的人群之一。想要避免患上急性胰腺炎，
一定不可以贪杯酗酒，更不要多次宿醉，这样
肯定会让脾胃以及胰腺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相 关 知 识

如何预防急性胰腺炎？

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琳

安全知识竞赛

郭献文在帮听障
残疾儿童做康复训练。

被访者供图

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既有先
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严重者可能
要截肢。 资料图片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9月18日上午10时30分在东区华柏路26号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开拍

卖以下标的：

上述拍卖标的租赁期由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有意竞买者请到本公司领取拍卖
资料，竞买人必须在拍卖会前一天下午四时前交纳保证金并办妥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账号：
44001780302059777788，开户行：建行中山城区支行）。标的展示期为9月13、16日，电话预约。公司地
址：东区华柏路26号（即市老干中心对面），网址：www.zspgpm.com，联系电话：88871763，市拍协监督
电话：88228466。

中山市中宇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拍卖标的名称

位于中山市南朗镇
南岐中路52号两卡商铺

房地产租赁权

建筑面积
（M2）

约118.58

租赁权期限
（年）

3

起拍价
（元/月）

12800

保证金
（万元）

3

中山产权交易网信息公告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一、租赁项目：中山市城镇公交站点（19个）自动贩卖机投放位置
二、租赁底价：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三、站点数：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四、租赁期限：期限3年。
五、承租条件：1、承租方条件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2、保证金：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六、租赁项目按现状出租，实际面积以最终测量为准，成交租金不作调整。
七、公告起止日：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25日。
八、承租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3号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联系人：李小姐 电话：0760-88802612。
请有意向的承租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租赁项目的详细内容和

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欢迎 业务委托来人

来电

芙蓉山庄G、H栋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余乐滔向我局申请变更余乐滔位于中山市板芙镇湖洲村赤洲环巷的规划设计方

案。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公示。

该项目的规划公示牌设在余乐滔住宅小区(含芙蓉山庄G、H栋)主入口处位置，公示

期为本公示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示期内，该项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携带身

份证、房地产权属证书等资料到中山市城乡规划局板芙分局查询相关情况，提交陈述、申

辩意见书或者听证申请书。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联系电话：0760-86522081

中山市城乡规划局板芙分局

2019年9月4日

16米高厂房出租

位于东区槎桥工业园，面

积 2200 平方米，门口可进货

柜车，可作物流中心、汽修公

司 、羽 毛 球 场 等 。 徐 生

13823983991。

《中山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C12-01地块局部用地高度调整》已编制完成并获得中山

市人民政府审批通过（中府函﹝2019﹞303号）。根据《中

山市控制详细规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现将《中

山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C12-01地

块局部用地高度调整》予以公布。广大市（村）民或相关

利害关系人可到中山市南朗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地址：

南朗镇体育路6号）或登录南朗镇政府信息网（http://

www.zs.gov.cn/nlz/）查阅有关规划情况。

联系人：香小姐 电话：0760-85212327

中山市南朗镇人民政府

2019年9月11日

关于《中山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C12-01 地块
局部用地高度调整》的批后公布

关于中山市沙溪镇星宝西路等路段
启用交通电子监控的通告

为维护沙溪镇良好的交通秩序，经市交警支队批准，沙溪镇将于2019年9月15日零时起启用沙溪镇星宝西路等路段的交通电子监控：

（一）沙溪镇星宝西路路段（站前路路口）；

（二）沙溪镇龙阳路路段（康桥活力城门口对开、壹加壹对开）；

（三）沙溪镇怡明路路段（苏宁电器对开路段、星宝时代广场东侧对开路段）；

（四）沙溪镇康乐中路路段（沙溪中心市场、岗背红绿灯路口）；

（五）沙溪镇隆兴南路路段（大同市场路段）；

（六）沙溪镇高亮原路路段（大石兜牌坊对开、格力电器对开）；

（七）沙溪镇沙溪大道路段（吉之岛路段）；

（八）沙溪镇沙溪南路路段（菜丁市场对开、天虹商场对开）；

（九）沙溪镇星云东路105国道旁路段；

（十）沙溪镇半岛路路段（中智大药房对开）；

（十一）沙溪镇达德路路段（共和路交汇处、农业银行对开）；

（十二）沙溪镇站前路路段（雅轩美容美发对开路段）

上述路段将对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机动车逆向行驶、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

戴安全头盔的或者乘坐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

的、机动车驾驶人在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并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中山市公安局沙溪分局

2019年9月11日

■ 中 山 市 石 岐 区 阳 光 生 活 家 具 店 遗

失 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粤 地

税 字 452122198707155125 号 ；遗 失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粤 国 税 字

45212219870715512500 号 ， 现 声 明 作

废 。

■中山市长信工艺品有限公司遗失乔达国际

货运（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发的正本

提单：SZXS19181920三正三副，现声明作废。

■梁凤清遗失中山市远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收据三份，号码：#0047656、#0020283、

#0003416，现声明作废。

■中山宾淇斯涂料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污染

物 排 放 许 可 证 副 本 ， 编 号 ：

4420002011002553，现声明作废。

■罗敏遗失广州敏捷新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开的押金单，单号：B0367291，1300

元，12期60卡，交款人罗敏，现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