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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的纱布把小脑袋包成个大包，
搞不明白怎么回事的童童 （化名） 坐
着玩时一个劲儿向后仰， 超萌的样子
逗乐病房里的所有人。

听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
头颈外科主任唐金勇说 “手术很成
功”， 童童的妈妈刘某很激动。 她说：
“我们夫妇是农村人， 没有什么积蓄，
要不是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了绿灯，
还有国家免费项目， 孩子的手术根本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上。”

7 月 21 日是 10 个月大的童童植入
人工耳蜗手术的第三天， 她是湘南地
区植入人工电子耳蜗的最小患儿。

该例 10 月龄聋儿微创人工电子耳
蜗植入手术的成功开展， 也标志着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工电子耳蜗植入
技术再次迈上新台阶。

童童是永州市宁远县人。 去年 5
月， 童童母亲刘某和父亲李某来到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
产检， 童童父母亲均为耳聋基因 GJB2
突变携带者， 童童产前基因诊断显示
其耳聋基因 GJB2 突变， 出生后先天性
感音神经性耳聋可能性极大。 童童父
母亲选择顺利将其生下来， 医院产前
诊断中心专家告诉刘某其可以选择等
孩子出生满 1 岁后即可进行人工耳蜗
植入， 这无疑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
了一丝希望。

去年 10 月， 女儿童童的出生让刘
某夫妇既欢喜又担忧。 然而新生儿听
力筛查， 童童没能通过 ， 42 天复查，
还是没有通过， 6 月大最终确诊双耳先
天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 必须通
过植入人工耳蜗获取听力。

明确诊断后， 家人带着童童辗转
广州、 长沙、 郴州多地就医， 均被告
知恢复听力唯一的方法是进行人工电
子耳蜗植入。 由于刘某夫妻的大孩子
也因为先天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
在长沙某大医院进行了人工电子耳蜗
手术， 家中花去了近 20 万费用。 而且
童童的手术也将要 20 多万元， 对于这
个家庭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过程
中， 刘某夫妇得知湖南省残联的 “听
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手术康复救助项
目” 可以为贫困家庭患儿免费植入人
工电子耳蜗， 立即回到永州市宁远县
残联提交手术救助申请。 获得批准后，
童童住进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病房， 接受了免费手术。

唐金勇说， 该院是国家人工耳蜗
救治项目定点医院， 在这做人工电子
耳蜗植入术的小孩很多， 童童是目前
最小的一个。 按照规定， 童童可以享
受免费人工电子耳蜗术， 耳蜗产品免
费， 手术费用由医保和残联报账， 但
得排队等着。 听说实施人造耳蜗术最
佳时间在 1 至 3 岁， 童童的妈妈非常
着急， 孩子已经 10 个月了， 马上就要
开始学说话， 耽误不得。

今年 7 月， 刘某夫妇带着童童来到
郴州 ， 慕名找到了唐金勇主任医师 ，

希望能为孩子尽早争取复聪的希望 。
唐金勇接诊后， 详细询问病史， 完善
检查后诊断童童为双耳极重度感应神
经 性 耳 聋 、 中 耳 发 育 不 良 、 内 耳
Mondini 畸形， 手术难度确实非常大。
“虽然手术难度很大， 但孩子这么小，
家长渴望她拥有倾听世界美好声音的
权利。” 在了解其家庭情况和就医艰辛
后， 唐金勇决定为孩子进行人工耳蜗
植入术。

“年龄越小的患者， 手术路径较成
人、 大龄儿童更加狭窄， 这对医生的
临床技术水平和经验判断都有极高要
求。”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 在唐金勇的
带领下， 耳鼻喉头颈外科团队组织儿
科、 放射科、 麻醉科、 手术室等科室
会诊， 对此次手术可能出现的难点进
行全面评估， 并做了充分又精细的术
前准备。

7 月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 一场高
难度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在医院进行。 唐
金勇团队人员紧密配合， 术中发现患儿
中耳、 内耳畸形严重， 手术难度远超术
前预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坚持奋战，
最终成功为童童植入电极， 术中监测植
入电极均反应良好， 顺利完成该例高难
度人工耳蜗植入术。 次日清晨唐金勇带
领团队查房， 孩子身体指征恢复良好，
未发现术后相关并发症。

“一般人工耳蜗植入患者， 术后恢
复顺利的话， 一周拆除伤口缝线后即
可出院， 一个月后开机调试， 正常者
即可获得听力反应， 再经过语言康复、
调机等方式， 即可获得言语能力。” 唐
金勇表示。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我国有听力残疾患者 2780
万人， 其中 0～6 岁 13.7 万人， 每年至
少新生 2 万名左右听力残疾儿， 且随着
两孩政策出台， 新生儿数量增加， 听障
儿童数量也随之增加。 唐金勇表示， 目
前治疗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最
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人工耳蜗植入 。
但有不少像童童这样的孩子被确诊耳
聋后， 也买不起昂贵的人工耳蜗。 为
贯彻落实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帮助听力残疾儿童手术康复， 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定点救助医院， 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正式启动听力残疾儿
童人工耳蜗手术康复救助项目， 为有
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免费提
供人工耳蜗产品及手术康复救助。

唐金勇介绍， 先天性耳聋的患儿
中， 约 50%是遗传性的， 也就是由于
父母亲双方的耳聋基因遗传给了下一
代 。 由于先天性遗传性耳聋大多数
（80%） 是隐性遗传， 父母双方通常没
有耳聋表现而携带有耳聋基因。 两个
携带有耳聋基因的男女双方的结合 ，
就有 25%的机会生育先天性遗传性耳
聋缺陷的孩子， 对于先天性的耳聋疾
病 ， 最好的方式是提前筛查 、 预防 ，
这其中包括对夫妻的孕前筛查和新生
儿的基因筛查。

������本报讯 （通讯员 文有定）
“有了这份主体责任清单， 无
论是党务工作 、 还是业务工
作， 包括自身思想作风建设，
目标定位和责任更明确、 更清
晰了 ， 心里更有底了 !” 7 月
20 日 ， 益阳市桃江县计生协
工作人员传阅 《桃江县计生协
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时感慨。

《桃江县计生协落实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分别就思
想建设 、 作风建设 、 纪律建
设、 制度建设等多层面建立健
全规范、 详尽的责任清单。 今
年以来 ， 通过主体 “责任清

单” 落实落地， 计生协党组推
动 “情暖计生家庭·关怀关爱
送到心坎上 ” 等系列关爱活
动。 全县共筹措 100 余万元关
怀资金慰问了以计生特殊困难
家庭、 贫困独生子女家庭、 贫
困两女户家庭为重点的 2525
户困难计生家庭； 成功申报省
级计生协 “三结合” 项目 1 个，
申报计划生育创业扶贫贷款贴
息项目 6 个， 为计生家庭贴息
11 万元 ； 发放住院护理补贴
1204 人次， 共 44.7 万元； 组织
全县计生协募集 “小善举·大爱
心” 款项 4.26 万元， 赠送优生
优育进万家保险 4932 份。

������本报讯 （通讯员 孟煌）
7 月份来 ， 因受连续暴雨影
响， 岳阳临湘市长江段及内
湖水位猛涨 ， 均超危 险水
位， 汛情异常严峻。 7 日 12
日， 临湘市计生协接到该市
防汛指挥部指令后， 迅速抽
调 3 名男同志， 由市计生协
常务副会长李新兵带队 ， 第
一时间赶往聂市镇毛湾垸 ，
积极参与到内垸大堤值守巡
堤工作。

毛湾垸大堤全长 3 公里，
关乎内垸 2000 余亩农田、 300
多户民房的安危。 由于该堤散
浸较多， 加之刚加修， 土质较
松， 泥泞难走， 增加巡堤查险
的难度。 该市计生协唐四英等
2 名干部主动选择夜班值守巡
堤 ， 晚上蚊叮虫咬 、 毒蛇出
没， 但他们全然不顾， 与同班
人员一道查看导浸沟水量及颜
色有无异常、 用棍子及脚试探
软泥处是否有新散浸……3 公
里大堤巡堤查险一个来回要走
2 小时， 才能歇口气、 喝口水，

一个晚班 8 小时， 来回要走四
趟， 衣服湿透了不用说， 有时
累得腿脚都不听使唤， 他们却
无半点怨言， 强烈的责任心驱
使， 让他们觉得巡堤查险必须
认真仔细。

临湘市协会常务副会长担
任毛湾垸防汛副组长， 既要巡
查， 又要负责日常事务， 事情
繁杂， 排班、 交接班、 值班记
录、 后勤物质供应等， 他都安
排得井井有条， 给整个大堤人
员值守提供了有效保障。 自 7
月 12 日来， 该堤段共成功处
置 3 处较大散浸， 保证了毛湾
垸的安全。 目前， 雨情、 水情
依旧严峻， 市计生协会工作人
员严阵以待。

�������7月 17日，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医院走进侗寨陇
城镇远冲村， 开展“弘扬中医国粹·服务百姓健康” 主题活动，
为当地群众开展常见病诊疗和“三伏贴” 等中医特色治疗服务。

通讯员 曹梦 吴美云 摄影报道

成为湘南最小的耳蜗植入者
10 月大失聪宝宝植入人工耳蜗

中医服务进侗寨

本报通讯员 刘振 吴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