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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以下听障儿童可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孕前耳聋基因筛查，可预防先天性耳聋

山东公布 86 个
医养结合示范先行点

近日，我省公布医养结合
示范先行县(市、区)名单，确定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济宁、
威海共 6 个城市为全省医养
结合示范先行市，济南市历下
区、天桥区等 80 个县(市、区)
为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县
(市、区)，这些示范先行点的养
老机构，将在年底前全部提供
医疗服务。

按照《全省医养结合示范
先行市、县(市、区)工作指南
(试行)》要求，各先行市所辖各
县(市、区)，先行县(市、区)至
少有 1 所医疗机构开展安宁
疗护服务。到 2018 年底，所有
养老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
所有医疗机构能为老年人提
供就医绿色通道。

此外，省卫计委等部门将
加强对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
县(市、区)的监督管理，并于
2018 年底开展评估验收，通过
验收的将命名为山东省医养
结合示范市、示范县(市、区)。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谢静

“常见的耳部疾病大概分为
婴幼儿期的耳聋、儿童期中耳炎
以及中老年人神经性耳聋和耳
鸣四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
鼻咽喉科副主任张寒冰介绍，听
力障碍俗称耳聋，是指各种原因
导致人听觉困难，听不到或者听
不清环境及言语声。

听力障碍分为四个程度，
分别为轻度耳聋、中度耳聋、重
度耳聋和极重度耳聋。张寒冰
说，有家族性耳聋病史或耳毒
性药物应用史的，有中耳炎等
病史的，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长期
暴露于噪声环境中的、以及吸
烟饮酒等不良嗜好或长期精神
压力过大的人是听力障碍的高
危人群。

根据中国听力语言康复中
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新
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为1
‰—2‰，随着年龄增长，永久性

听力障碍和持续增加，5岁之前听
力障碍的发病率上升到2 . 7‰，青
春期则会高达3 . 5‰。

“先天性耳聋的发病因素
中，遗传占 60% 左右。”张寒冰介
绍，遗传基因是导致宝宝听力
损失的重要原因。耳聋基因大
多为隐性基因，听力正常的父
母也有可能携带耳聋基因而不
自知。而耳聋的基因筛查并没有
作为常规的孕检常规项目，所以
许多人会忽略，直到孩子出生
后才发现有耳聋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
情况发生，专家提倡备孕夫妇
增加孕前耳聋基因的检查，尤
其是对于有耳聋家族史的夫
妇。“根据国家要求，医院都会
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初筛
在出生后的48-72小时，复筛在
出生后42天，大多数都会在此阶
段确定是否有耳部疾病。”张寒
冰说。

张寒冰，医学博士，副主
任医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
鼻咽喉科副主任。人工耳蜗国
家项目定点医院手术医生，中
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病人
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康复
医学会听力及言语康复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
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委员。

擅长耳显微外科手术和
耳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
的诊断和治疗，如各种中耳疾
病、耳鸣、耳聋、小儿听力障
碍、眩晕等，特别在小儿听力
诊断和人工耳蜗微创手术及
听觉植入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经验。坐诊时间：周一全天。

除了新生儿听力问题外，4
-18 岁的儿童期的听力损失也
是临床上的常见问题。“在儿童
期，急性中耳炎是比较高发的
病症，多数原因都是感冒治疗
不及时。”张寒冰说，对于急性
中耳炎不能以“不疼”为痊愈的
标准，因为儿童期的孩子还不
能对耳病进行细致的描述，而
中耳炎对听力的损伤不易被察
觉，家长应以医院的检测为准。
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
和耳毒性药物的规范应用，如
庆大霉素、链霉素等耳毒性药
物的应用已经基本都被淘汰
了，所以药物性耳聋的情况已
极少出现，一般在正规的医疗
机构就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人工耳蜗是一种替代人耳
功能的电子装置，可以帮助双
耳听阈大于 90 分贝(dBHL)听
力级以上患有重度、极重度耳
聋的成人和儿童恢复或提供听

的感觉，是全聋患者恢复听觉
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张寒
冰说，国内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的人群多为儿童，而国外大部
分使用人群为中老年人。

“人工耳蜗的手术不牵扯
重要脏器，80 岁老人也可以进
行，价格在 8 万-20 万不等，在
我省，14 岁以下的听障儿童可
以免费进行手术。”张寒冰说，
进行人工耳蜗的植入需要三个
阶段，首先是术前的筛查，其次
通过手术将装置植入，手术后
需要住院3-5天进行观察。

第三阶段为手术后体外装
置的调制和适应。与此同时，还
需要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因为
通过人工耳蜗听到的声音与

“正常的声音”还是有所不同。
“患者开始听到的声音更像是
机器声或合成声，等经过适应
后，就可以逐渐识别出各种声
音。”张寒冰说。

A B 山东扩大公立医院

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老人戴助听器不会加重耳聋
□记者 刘一梦

“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一系
列衰老现象，老年性耳聋是因为
听觉系统衰老而引发的听觉功
能障碍，60 岁之后出现的双耳对
称渐进性的神经性耳聋是比较
常见的。”张寒冰介绍，导致老年
性耳聋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成
两大类，一是内在因素，包括遗
传因素和全身因素，如高血压、
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
能不全等慢性病导致。另一类是
外在因素，如环境噪声、高脂肪
饮食、吸烟酗酒、接触耳毒性药

物或化学试剂，感染等。
“正常的退行性耳聋是对称

且缓慢的，老年人短期内基本察
觉不到。”张寒冰说，正常的听力
衰退是潜移默化的，短时间里是
无法察觉的，而如果出现突发性
的单侧耳鸣或耳聋就要引起高
度重视，特别是2-3天内持续的耳
鸣或单侧突然耳聋影响到正常
的生活时，就要进行及时就医诊
治，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建议平均听力在中度以上
耳聋人群佩戴助听器。”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听力下降的
中老年人选择佩戴助听器，而对

于助听器的选择，张寒冰强调
“合适是关键”。如果想要佩戴助
听器，首先要到医院进行全面的
听力频率检测，助听器的选配和
眼镜一样，度数合适是关键，调
配不合适会影响听力效果，甚至
损伤听力。

此外，许多中老年人对助听
器有“越用听力越差”的误解。对
此，张寒冰解释，进入老年之后，
听力衰退是无法阻挡的事情，不
管戴不戴助听器，听力都会进行
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佩戴助听器
既不能阻止听力正常衰退，也不
会加剧听力的衰退。

平时没事
别“掏耳朵”

“耳部不用追求干干净
净，适量的耳屎对耳朵有保护
作用，如果一定要进行耳部清
理的话尽量选用棉棒。”张寒
冰说，耵聍是由外耳道耵聍腺
分泌出的淡黄色粘稠液体，大
部分是角质细胞，平时“藏”在
外耳道内，不仅具有保护外耳
道皮肤和粘附外来物质(如灰
尘、小飞虫等)的作用，还能够
产生杀菌因子和抗炎因子。

正常情况下随着我们咀
嚼运动，耵聍会顺着外耳道壁
向外逐渐排出，所以不用刻意

“掏耳朵”。

健康爸妈也会生出聋宝宝
六六成成先先天天性性耳耳聋聋由由遗遗传传引引起起，，孕孕前前筛筛查查可可预预防防

□记者 刘一梦

耳聋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有3 . 6亿人患有听力损失，我国第二次残疾人
抽样调查表明，全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296万人，其中听力残疾2780万人，约有80
万重度、极重度耳聋，且每年新增先天性耳聋2万至3万名。

今年的 3 月 3 日是第十九个全国爱耳日，主题为“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常见
的耳部疾病都有哪些，该如何预防？日常耳部保健又该如何进行？在爱耳日到来
之际，让我们聊聊关于耳朵的那些事儿。

听力障碍程度
◆轻度：听力损失26-40dBHL，听谈话声有困难

◆中度：听力损失41-60dBHL，听大声说话有困难

◆重度：听力损失61-80dBHL，大声喊只能听到几个词

◆极重度：听力损失》81dBHL，大声喊也听不到任何词

耳聋基因检查的适应人群

皂各种不明原因的耳聋人群，包括先天性聋和

后天性聋。

皂病情需要使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的人群，如

链霉素抗结核。

皂家族中有不明原因或明确遗传性耳聋的听

力正常人群，检测是否为缺陷基因的携带者。

皂家族中有不明原因耳聋的听力正常人群婚

前检查。

皂已生育一耳聋后代，做产前聋病基因诊断之

前。

皂耳聋患者结婚或生育前。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
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

《关于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
改革试点的通知》，通知要求
除潍坊市外，山东省各市至少
应选择1家公立医院开展薪酬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根据规定，各市将首先开
展调查摸底，全面掌握公立医
院收入来源、工资水平、绩效
考核及薪酬分配机制等情况；
其次，将进行试点医院的筛选
工作。除潍坊市外，其他各市
至少应选择 1 家公立医院开
展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要
坚持实事求是，与公立医院充
分协商，在确保 1 家试点医院
的基础上，宜多则多，合理确
定试点医院数量，推进改革。

记者 刘一梦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政府
网站获悉，根据《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居民大
病保险制度的通知》的要求，
济南市再次拟上调居民大病
保险。

结合济南居民医保运行
实际，拟将济南的居民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由 1 . 2 万元调整为
1 . 5 万元。

这一调整意见自 2 月 22
日起向社会征集意见，目前意
见已经征集结束，最新细则将
于近日发布。 综合

济南居民大病保险
起付线拟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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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个全国爱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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