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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影响力
专业报品牌

服 务 读 者 健 康 大 众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余志
林） “持续 10 年每天用手机通话 1
小时以上的人， 患某些疾病风险明显
高于普通人群。” 6 月 4 日， 在湖南省
职业病防治院举办的首届中俄职业卫
生与职业病国际学术交流会上， 与会
专家提醒公众， 应通过时间防护、 距
离防护、 屏蔽防护等方式来降低和减
少电磁辐射危害。

“我们需要警惕与手机近距离长期
接触对人体的伤害。” 与会专家， 世界
卫生组织 “电磁场” 国际顾问委员会
成员、 俄罗斯国家非电离辐射保护委
员会成员尼娜·鲁布佐娃教授表示， 手

机产生的电磁辐射强度较低， 如果达
到相关标准和要求是安全的。 但是，
长时间使用手机， 譬如说每天使用 1
小时， 持续 10 年后， 辐射慢性效应可
致人患神经衰弱症、 冠心病、 原发性
高血压的概率增加。 因此， 专家建议
有长期通讯需求的民众使用有线耳机
或无线蓝牙接听电话， 避免手机与大
脑近距离接触。 她建议公众应采取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警惕原则”， 即远
离、 减少使用频率等方式加以预防。

对于公众关心较多的移动通信基
站造成的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国
家环保部辐射类专家库专家、 湖南省

职业病防治院张挺教授表示， 我国现
行的电磁辐射防护标准远严于欧美国
家。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每年抽检移
动通信基站 500-600 个， 不合格的仅
为三四个， 对已经发现的相关部门均
已按要求整改并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而对于生活中的电视机、 微波炉、 电
脑、 机房等电器辐射， 张挺说， 只要
规范使用合格产品， 它们产生的辐射
对人体影响甚微。

���� 6 月 6 日爱眼
日到来之际， 湖南
省儿童医院眼科专
家连续第 10个年头
走进长沙市特殊教
育学校， 为新入学
的盲童 （低视力）
义务进行定期的眼
部检查及助视器验
配， 并激励孩子们
乐观学习阳光生活。
图为义诊现场。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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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深化医改
的头一年， 为加强医卫新
闻宣传报道， 提高报道质
量和影响力， 本报联合湘
潭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
“健康中国梦” 头条新闻竞
赛活动， 要求围绕“贯彻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实
现全民健康中国梦” 主题，
发掘各地医改新亮点， 共
享科技创新成果， 彰显医
护人员新风采， 展示医疗
新技术新项目。

头条新闻主要报道与
健康相关联的医疗、 疾控、
食品药品、 职业病防治、
卫生监督等科普新闻和社
会新闻。 来稿要求以消
息、 通讯为主， 作品主题
鲜明， 内容真实， 角度新
颖， 指导性、 感染力强。
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参赛作品主要刊发于本报
一版或二版等要闻版的头
条位置。

来稿采用电子邮件方
式， 请注明“健康中国梦”
头条新闻竞赛字样。 来搞
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单
位、 职务及联系地址、 邮
编和电话。 投稿邮箱为：

头条新闻竞赛时间：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底。 本报将组织专家评
奖委员会， 对刊发的参赛
作品遴选评奖 (本报记者
采写的稿件不参与评奖)。
本次头条新闻大赛设一等
奖 1 名 ， 奖金 1000 元 ；
二等奖 2 名 ， 奖 金 500
元； 三等奖 10 名， 奖金
300 元， 并向获奖者颁发
获奖证书。

大众卫生报社

头条新闻竞赛启事

������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刘琼 通讯
员 段斌） 6 月 5 日， 乌克兰 《帮助医
学》 慈善基金主席奥·埃特尼斯医生应
邀访问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心血
管外科和泌尿外科等相关医疗项目实
地考察和交流， 以寻找合作空间。

作为国际上公认治疗冠心病最有
效的方法， 心脏搭桥对冠心病的疗效
可用 “立竿见影” 来形容。 许多患者
接受心脏搭桥术后， 胸闷、 胸痛的感
觉很快消失， 术后一两天就可以搬入
普通病房， 三四天就可下地行走， 一
周可以出院。 乌克兰国立心血管外科
学院推广的非体外循环心脏搭桥术，
将缺血性心脏疾病的手术死亡率从
2000 年的 11.1%减少到现今的 0.5%，
目前已有 10000 多患者接受了手术而
枯木逢春。

心脏搭桥如何能达到这种神奇的
效果呢？ 奥·埃特尼斯教授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心脏搭桥就是在冠状动脉狭
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建立一条通道，
使血液绕过狭窄部位而到达远端， 犹
如一座桥梁， 使公路跨过山壑江河畅
通无阻， 让血液流动自如。

“传统心脏搭桥手术都是在体外循
环、 心脏停跳下实施。 在心脏停搏期
间， 由体外循环替代心脏， 带动血液循
环， 相当于人工的心脏。 但是， 体外循
环毕竟无法完全模拟心脏的功能， 还有
可能破坏凝血机能、 增加神经系统并发
症、 诱发机体应激反应等。” 谈到 “老
本行”， 身为心血管外科专家的奥·埃特
尼斯教授口若悬河， 眉飞色舞。

他说， 前苏联的 Kolessov 1964 年
完成了世界上首例非体外循环下冠状
动脉搭桥术 （简称 OPCAB）， 随着医
学技术的进步和手术器材的发展， 冠
状动脉搭桥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微创时代”， 催生了胸腔镜微创冠状

动脉搭桥术、 小切口冠状动脉搭桥术、
内窥镜取血管、 杂交技术、 机器人辅
助冠状动脉搭桥术等技术。 在操作中，
心脏始终处于跳动状态， 机体的血液
循环完全由心脏支配， 避免了体外循
环带来的不良反应， 患者恢复快。

奥·埃特尼斯说， 在跳动的心脏上
起舞， 堪称一种艺术， 需要精湛的技
术和丰富的经验， 乌克兰国立心血管
外科学院之所以能保证 OPCAB 搭桥
成功率 99%以上， 源自于他们致力致
力于 OPCAB 研究的深厚积淀、 不断
锤炼操作技术的恒心， 以及更好为患
者服务的理念。

奥·埃特尼斯表示， 湘潭市第一人
民医院拥有先进心血管病诊疗设备和掌
握最佳外科技术的医生， 他期待精诚合
作， 通过医疗交换项目， 将这项世界领
先的技术落地生根， 造福中乌两国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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