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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长沙市十四中宿舍楼，

因化粪管道堵塞， 唐爷爷现在都不敢用

洗手间。 实习生 陈杰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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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不完的鼻涕困扰患者

致命的并发症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 不少家长低估了鼻炎

对儿童的不良影响。殊不知，鼻炎最困

扰患者的症状除了流不完的鼻涕或擤

不掉的浓稠鼻涕外， 且鼻子不通气引

起呼吸不畅，晚上张口呼吸、睡眠深度

不够、觉醒后易疲劳等，对于儿童的大

脑，包括认知能力、记忆和心理活动

有显著的影响。 唐主任说，以上这些

症状久而久之使儿童情绪低落、注意

力无法集中、学习成绩下降，严重影

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习。

专家提醒：长年患鼻炎，易引起

鼻窦炎、鼻息肉、中耳炎等，严重者病

变蔓延至眼眶及颅脑，可引起眶内感

染、脑膜炎、脑脓肿等，而致生命危险。

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

一举治愈鼻炎、鼻窦炎

经同事介绍， 李女士带着女儿

来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

唐主任为其做了鼻腔内窥镜检查。确

诊为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需

尽快治疗。首先唐主任运用先进的美

国等离子低温消融术为其消融了肥

大的中鼻甲和下鼻甲，又阻滞了筛前

神经，同时又做了窦口开放，二十分

钟过后，整个治疗结束。就这样，困扰

刘娟的脓鼻涕止住了。

笔者了解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

喉诊疗中心率先引进世界先进的美

国 DNR 等离子治疗系统 ， 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系统等先进治疗

设备。鼻内窥镜它的亮度相当于无影

灯的 20 倍，3.5 毫米小孔可将病变组

织放大 50 倍。 因此患者的病变部位

可被医生一览无余，清晰的视野使手

术达到以前不易达到的区域，从而将

以前传统的破坏性治疗转变为在去

除病变的基础上，还能保留鼻腔生理

功能的微创技术，是目前治疗慢性鼻

窦炎和鼻息肉的首选方法。

据了解，自从“低温消融术”引进

到长沙方泰医院以来， 已成功治愈了

数万名耳鼻喉患者， 广大患者给予了

一致认可和好评。 等离子低温消融术

治疗耳鼻喉疾病， 让你拥有耳聪、鼻

灵、咽喉爽，享受“美味”人生。 ■张琳

孩子成绩不好，小心鼻炎作怪

��������“通了，通了，我的鼻子终于通了……”，河西刘娟同学在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接受了鼻内窥

镜微创技术，解决了长达 10 年的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鼻息肉、并且止住了长流 10 年的鼻涕后，高兴的

说。 令她父母更高兴的是，学校里的同学不再叫她“流（刘）鼻涕”了，而且自从鼻子通了以后，女儿的注意力

集中了， 智力提高了， 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笔者提醒广大家长， 如果你的孩子正受鼻炎困扰， 可通过

0731-85367112 向耳鼻喉专家咨询。

�������长沙市岳麓区的张先生患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已十七年之久。这期

间他做过鼻窦冲洗， 吃过不少西药

和中药，还做过一次息肉摘除，结果

越治越糟。提起就医经历，他摇头叹

息：“往事不堪回首啊！ ”。

入春以来，受气候影响，空气

不流通，螨虫、花粉、粉尘等过敏原

刺激引起，鼻炎又发了，常出现鼻

塞、头痛、流脓涕、打喷嚏等，而且

……侧鼻孔整天都不能通气，晚上

不能正常入睡， 整天头昏脑胀，经

常在工作中出差错，尤其是在生意

谈判桌上常常喷嚏连连，在合作伙

伴面前大失风度。 有一天，在长沙

市某单位工作的姐姐回家探望，发

现张先生的苦恼，第二天就带他来

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

就诊。 唐主任为其做了鼻腔内窥镜

检查，诊断为过敏性鼻炎并发副鼻

窦炎，伴有鼻息肉，鼻腔几乎被息

肉塞满了，须尽快治疗，否则由于

息肉的长期堵塞，可能使嗅觉逐步

丧失。 唐主任根据他体质状况，制

定了一整套治疗方案，在内窥镜明

视下， 结合等离子低温消融术，针

对病源组织实施功能性治疗，整个

治疗过程只有十几分钟，便解决了

他十几年的鼻病困扰。

张先生离开医院时， 无限感激

的对唐主任说：“说实话， 我当初并

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是你们

挽救了我的鼻子。 ” ■张琳

鼻炎沉疴无须用药

方泰微创技高一筹

鼻炎伤害儿童智力 必须警惕 !

专业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

�������长沙方泰医院在省内率先引进目前世界领先的美国等离子鼻、咽

炎治疗系统、 德国 STORZ鼻窦内窥镜治疗系统和内窥镜数字图像显

示系统。 该系统三维定位技术上通过低温消融术对病灶准确测温定量

释放等离子能量，使病变组织黏膜自行蛋白凝固、脱落，一次性治疗各

种急慢性、肥厚性、单纯性、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咽炎、扁桃体

肥大、鼾症（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等。 该技术治疗时间短、无痛

苦、不开刀、不住院、不影响工作、学习，真正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世界先进的等离子治疗系统落户长沙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广济桥旁）长沙方泰医院，市内乘 11、101、105、108、116、130、143 路下车即到

时间：4月 1日至 4月 30日

期间：检查费、治疗费优惠 20%

网址：www.ftebh.com

热线：0731-85367112

★征集对象：

1、凡持有长沙市医保参保人员需要鼻咽炎微创手术患者；

2、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流鼻血、鼻塞、打喷嚏、鼻腔干痒、

嗅觉减退或失灵、头痛、头晕、头昏。 咽炎、扁桃体炎、咽喉疼痛、咽部

异物感、干燥灼热、刺激性咳嗽等手术复发者，市民均可参与。

征集：医保鼻咽炎患者

医保定点单位

（节假日不休）

本报4月20日讯 “物业公司还不去

交费的话，我们全小区都要停电了！”今天

早上，单元门口一张白色的通知书，把长

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天峰名苑小区的黎

先生给看懵了。

这是来自长沙市城西供电局的一则

欠费停电通知：因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欠下65319.38元电费，供电局要对小区

采取相关措施(压减负荷指标、部分停电、

全部停电等)。“收电费的是物业公司，可他

们3月23日就已经撤出小区了， 我们都是

先交钱后用电，怎么会欠费？是不是携款

走了？”黎先生担心地说。

每个单元都贴了“催款单”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天峰名苑小区，

每个单元门上都贴着一张欠费停电通知。

赵洪波是小区上一届业主委员会的

主任，他介绍，3月份撤走的长沙权兴物业

是小区的第二任物业公司，离开的原因是

“亏损太大”。“主要是小区一号栋不交物

业费造成的。”赵洪波称，1号栋是商业楼，

一直是开发商自己管理。

居民小区一直收的是商业电费

“我们在这个小区亏损了二三十万，

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权兴物业公司汤经

理说，因为开发商当年将小区登记为商业

区， 所以电费是按商业用电价格收取的，

但事实上，除了1号栋是商业用途外，剩下

的都是居民用电，物业卖给居民也是按照

居民用电卖的，这样就导致了亏损。

而且， 以前1号栋和其他几栋房子是

一起用电的，费用一直没交；不久前，1号

栋干脆将取电的地方更换成了另外一个

变压器，直接与小区脱离关系，这样欠下

的费用就更收不到了。

那么，物业为何要携款撤离？该经理

表示要另约时间面谈。

社区想找新物业接手管理

天峰名苑小区属于金星社区，社区骆

主任对它也很头痛，“现在我们专门开了

一个账户， 把买电买水的地方设在社区，

绝对不能再出现费用挪空的情况。”

“要解决问题， 只得让供电局起诉欠

费的公司。”骆主任坦言，先追缴费用，再

重新聘请一个物管公司入驻小区，将当年

的商业用电户口改为民用电户口，这个问

题才能解决。

■记者 李琪

一个物业费0.5元/m

2

的小区， 居民

们纷纷说住得舒心； 物业公司与业主融

洽相处，携手走过了12个年头(详见本报

4月20日A14版报道)。 长沙市开福区金

帆小区让不少读者心生向往。

“长沙最有钱小区” 金帆小区是啥

样？每平方米0.5元的物业费怎样维护日

常管理？如果您对它的管理“秘诀”感兴

趣 ，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0731—

84326110报名。22日，本报“最小区学习团”

将前去观摩。 ■记者 陈月红

本报4月20日讯 “你别看现在粪

水没冒出来，这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才请

人清理了。”生活在闹市区，却总得自费

请人清理化粪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

几天来，长沙83岁的唐嘉民爷爷骑着自

行车到处找人帮忙。

唐嘉民的房子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望麓园街道水风井社区、长沙市田家炳

实验中学北校区(原长沙市十四中)内。

唐爷爷说，房子是弟媳的，她曾经是

这所学校的老师，现在弟弟和弟媳都去

世了，房子归自己住。从去年起，学校进

行改建，唐爷爷家和前面一栋楼没有拆

迁，划在了改建范围之外。到今年3月，

家里厕所突然不能用了，一冲水就往外

冒。唐爷爷发现，原来是以前疏通生活污

水的管道在学校改建时断了， 现在的污

水根本排不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来

专业的疏通公司花140元钱清理粪水。

今天上午，记者在唐爷爷的带领下，

看到了堵塞的化粪池。

这间由两栋房子组成的院子里总共

有6个化粪池， 粪水溢到了与地面平行

的通道里，异味四散。“再不处理的话，

马上就要流到路面上来了， 我家厕所肯

定又会堵塞，难道又要花钱请人清理吗？”

唐爷爷住一楼，影响最大，现在院子里的

其他住户都很着急，生怕受到影响。

小小的化粪池带来的麻烦实在太具

体，记者联系上水风井社区书记彭淑媛。

彭书记表示，她曾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并

告知了学校负责人， 但没有得到及时处

理。“学校处理此事的是后勤科的负责人

王先生。”

“如果确实是学校的原因导致他们

的化粪池堵塞，我们会去解决的。”得知

记者的来意后，王先生承诺。

长沙市开福区市政局维护科吴科长

也愿意帮忙，他说，唐爷爷明天可以去办

公室说明情况， 工作人员会马上前去处

理。 ■记者 李琪

物业收钱跑路，天峰名苑要断电

社区：这是个居民小区，却按商业用电缴费，管理太混乱

院子里6个化粪池全堵了，好烦

居民被迫自费请人清理 开福区市政局：马上派人处理

“最小区学习团”

明天去金帆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