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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历经17年，对推进听力障碍预防

与康复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爱耳、护耳意识，减少听力残疾的

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3月3日是第18个全国“爱耳

日”。为实现“到2020年，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

受基本康复服务的比例达80%以上”的目标，中国残联等国家

14部委将今年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主题确定为：“防聋

治聋，精准服务”。

让健康的耳朵聆听动人的世界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小欢的父亲看着刚满三周岁的

女儿奶声奶气的唱着儿歌，开心不

已。他告诉记者，“现在小欢的听力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咬字稍微有

点不太清楚，但基本也没有大碍了。”

三年前，小欢在县第二医院出

生，迎接她的却是一个寂静的世

界。小欢在县二医院听力筛查没有

过关，紧接着的复查分阶段电子测

听，小欢被鉴定为几乎没有残余听

力。“我们当时很痛苦，担心孩子这

一辈子生活会造成影响。”小欢的父

亲说。

人类获得正常的语言不仅需要

正常的听力，还需要听觉语言中枢

的正常发育。研究表明，人类的听

觉语言中枢在 5岁左右就发育完

成，0~3岁为语言发育的黄金期，因

此，先天性耳聋在3岁前，尤其是在

2岁前植入人工耳蜗，语言恢复和发

育才能够达到最佳水平。

2016年，县残联得知了这一情

况，马上为小欢申报了省人工耳蜗

项目，通过手术小欢终于聆听到了这

个美妙的世界。“非常感谢县残联对

我们家庭的帮助，让我们享受到了免

费的人工耳蜗手术，还有术后康复的

费用，现在小欢正在努力康复中，我

们打算让她9月份去幼儿园试试，和

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学习、游戏。”

据了解，每一年县残联都对全

县1-17周岁听力残疾儿童进行筛

查，目前为止我县享受人工耳蜗手

术项目救助人数达到18人（其中2

人通过筛查在等待手术），实现了

1-17周岁人工耳蜗手术救助项目

全覆盖。并对全县25位康复聋儿

进行了实地走访，通过人工耳蜗手

术和配戴助听器，现有7位聋儿上

了普通幼儿园，13位聋儿在中心学

校上小学，5位聋儿在康复机构进行

训练。

与此同时，按照省、市残联康复

工程助听行动的要求，我县开展了

全县听力残疾对象助听器需求调

查。为25名贫困听力残疾对象免

费验配助听器，并为历年来验配过

助听器对象，开展了助听器售后服

务跟踪回访和维护服务活动，确保

已 适 配 的 助 听 器 使 用 率 达 到

100%。对噪音明显地区的对象，免

费赠送了防噪耳塞。

据县残联康复部章主任介绍，

最新数据显示，全县听力残疾人共

有 3173 人，占全县残疾人比例的

19.6%，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1940人，占61%。

根据要求，下一步将在“精准服

务”上做文章，重点做好遗传性耳聋

和先天性耳聋预防工作，加强婚前、

孕前健康检查，做好产前筛查、诊

断。建立听力残疾“早发现——早

干预——早康复”的一体化服务及

管理模式，大力推广新生儿听力筛

查，对听力残疾儿童实施早期干预、

提供全面康复教育。积极整合资

源，形成政府扶持、全社会参与，政

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听力残疾人康复

救助体系和公益救助体系。

全国爱耳日 聚焦精准服务

在午后的旭光照明车间的装配

线上，方红建手拿着螺丝枪，心无杂

念、手脚麻利地将一个个螺丝打进

底板，一天下来，将有5000多个飞

碟灯组装完成，他组装的质量和工

作效率在全厂遥遥领先。

方红建是姜家郭村人，今年37

岁。在他的桌椅下，他特意留了一

支笔和一张硬纸板，除了个别会手

语的同事，这是他与外界沟通的主

要方式。是的，谁也不愿相信，这位

每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的青年是

一位聋哑人。在旭光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有130多名残疾人，和方红建

一样有听力残疾的有31名，他们虽

然沉浸在无声的世界，却用比常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活出了别样精彩。

态度诚恳、勤劳、肯钻研是大家

对方红建的第一印象。“他们都很优

秀，厂里哪里忙，他们就出现在哪

里，特别是方红建夫妻俩虽然都是

聋哑人，但特别的踏实肯干，胶球

泡、做包装、搽灯泡，不管什么工种

都能做得很好。”生产线副组长方师

傅说。

凭着勤劳，方红建和妻子在城

区贷款购买了新房，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回想过往，从聋哑学校毕业

后，方红建也曾有过迷茫和彷徨，但

是很快他打消了顾虑，在工作岗位

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片天地。

打消方红建心中顾虑的是旭光

照明对残疾员工的呵护，是县残联、

县总工会以及全社会的关心关爱。

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参加了公司组织

的旅游，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

加感受到同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从未登过舞台的他，在大家的鼓励

下，主演的手语表演，获得了公司年

会表演节目的一等奖。

“残疾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

中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积极帮助他

们，让他们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旭光照明行政处洪小姐说。

无声的世界 勤奋小伙活出别样精彩







花开有声，听力是我们与外界沟通的重
要桥梁之一。试想，没有了声音的世界是多
么的寂寞。然而你知道吗，除了衰老带来的
听力下降，我们生活中很多坏习惯都是在悄
悄损害我们的听力。

【儿童】护耳

要从儿童做起

0-7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这个
时期的听力损失不仅会造成言语发育迟缓或
聋哑，还会影响儿童智力发展，造成情感、心
理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问题，保护孩子听力，
应该从0岁开始。对于听力问题的预防和治
疗，关键也在于“早”。

平时生活中应尽量让孩子远离噪声源，
如远离鞭炮燃放场所等强噪声污染区域；实
在迫不得已可以给孩子使用护耳器如耳罩、
耳塞等，如临时找不到护耳器可用棉花球、纸
团塞进耳朵也有一定防护作用。

在孩子听力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不应佩
戴耳机。此外，锻炼身体、注意休息、合理饮
食，多进食含维生素B族和C族丰富的食物，维
生素B1、B2、B6及维生素C能保护听觉细胞。

【老人】耳聪目明

重在日常保健

老年性耳聋是指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高频听力随之逐渐下降，以至全频听力下降
的耳聋，严重者可造成交往障碍。据有关资
料统计，我国老年人听力障碍者约占老年人
口的50%左右。

日常生活中老年朋友要少吃高脂肪食
物。如果经常吃高脂肪食物，血中胆固醇的
浓度过高，造成血管壁的粥样硬化，会使耳血
液供应减少，听觉器官营养不良，导致听力减
退或发生耳聋。平常应该少吃动物肉类，多
吃蔬菜水果。

此外，要定期检查耳朵。耳朵如果有不
适感，应该定期的去请专业医生检查，不能自
己盲目的处理。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得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老人，耳蜗
功能障碍发生率很高，应及时治疗，防止循环
障碍，延缓听力减退速度。

【青年】常戴耳机扮酷

听力很受伤

现在的青少年一般都喜欢听比较劲爆的
音乐，尤其喜欢戴着耳机听。长时间不间断
的声音刺激，容易导致毛细胞或突触损伤，无
论音量调得多小，都是非常损伤听力的。

因此，青年朋友要注意耳机的音量和持
续时间，当发现声音让人不舒服的时候，说明
音量已经达到了危险区域。减少使用耳机听
音乐的频率，另外，最好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听
力测试。当感觉到听力下降，或者听不清楚
别人说话的时候，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小贴士

三大人群怎么护耳

耳朵是我们人体的重要器官之

一，耳朵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我

们听觉的好坏，进而影响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生活中，我们对于耳朵

的健康可能很容易忽视，难受了就

掏一掏，耳鸣了就拍两下，殊不知，

这是耳朵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县

中医院耳鼻喉科方桂芬医生分享给

大家几个关于耳朵的小故事。

不要随随便便掏耳朵

很多人都喜欢自己掏耳朵，清

理耳屎。40多岁的童阿姨却有苦说

不出，“自己再也不随便掏耳朵了。”

童阿姨上山劳作时，随手从树

上摘了根小树枝，用来掏耳朵。一

不小心用力过大，耳朵刺痛，之后就

出现了耳闷、耳鸣的症状。到县中

医院一检查，竟然鼓膜穿孔，真让她

欲哭无泪。

方医生告诉记者，人的外耳道

皮肤具有耵聍腺，分泌一种淡黄色粘

稠的物质，称为耵聍，俗称“耳屎”或

“耳蝉”。这种物质有的遇空气干燥

后呈薄片状，有的如粘稠的油脂。平

时藏在外耳道内，具有保护外耳道皮

肤和粘附外来物质的作用。

经常性地掏耳朵会使外耳道皮

肤角质肿胀、阻塞毛囊，利于细菌生

长。长期掏耳朵，慢性刺激还可能

诱发外耳道乳头状瘤。多数情况

下，耳屎会借助人的头部活动、咀嚼

食物、张口等动作自行排出耳外，因

此耳道健康的人无需频繁挖耳。方

医生提醒，若不小心，耳膜穿孔，切记

耳朵中不能进脏水，以免发展成中耳

炎。

淘气女孩变得不爱说话

最近，可可妈妈发现自己的孩

子一下变得不爱说话了，有时叫她，

也爱理不理。晚上看动画片也爱把

音量调得很高。连幼儿园的老师也

发现了问题，“可可妈妈，最近可可

怎么了？上课不专心听讲了，老爱

走神开小差。”妈妈不禁担心起来，

一早就带着她来到医院。

在耳鼻喉科，方医生进行了仔

细的问诊。可可妈妈告诉方医生，

小孩最近得了一场感冒，一直鼻塞，

刚刚好转没多久。经过一系列耳

道、声阻康、听力等相关检查，最后

被诊断为分泌性中耳炎。

小女孩可可在感冒中，由于病

毒和细菌的刺激，人体产生大量分

泌物阻塞了中耳内的咽鼓管咽口，

鼓室内空气被吸收后形成负压，造

成黏膜血管扩张、血浆渗出。

方医生说，中耳炎有耳痛、耳

胀、耳鸣等症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听力下降。由于小孩年龄小，表述不

清，容易被家长忽视。若小孩感冒

时，特别是鼻塞有脓鼻涕，或半夜三

更起床说耳朵痛，家长必须重视，及

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学习压力大突发耳聋

16岁的婷婷，正在读初中，由于

备考的压力，经常熬夜学习，挑灯夜

读，为中考做准备。因为长时间高

强度的学习，有天起床，婷婷突然感

到头晕，并伴有耳鸣。父母知道后，

立马带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给婷婷做了听力测试，发

现她左耳的听力下降，最终被诊断

为突发性耳聋，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方医生表示，突发性耳聋被称

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三大急症之

一，冬春季节高发，常在数分钟到数

小时内发展为半聋或者全聋，还可

伴随耳鸣、眩晕、耳堵塞感甚至恶

心、呕吐等症状。

此外，方医生介绍，突发性耳聋

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发病一周内，一

般来说，一周内如果治疗得当，基本

上听力会恢复。如果拖得太久，过

一个月再去看，基本恢复无望。并

且治疗时间越早、年龄越小，恢复相

对也更快。

耳朵的故事

记者 程贤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