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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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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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ftebh.com（节假日不休） 咨询热线：0731-85367112

★征集对象：(医保定点单位)

1、均可享受长沙市医保政策，最高可获补 90%；

2、凡持有长沙市医保参保人员需要鼻咽炎微创手术患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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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著名耳鼻喉唐、潘主任率上海专家组来长沙免费普查活动

4月 26日至 5月 10日

普

查

期

间

★挂号费全免

★检查费全免

★常规检查全免

★治疗费优惠 30%

������“五一”

公益普查活动

庆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通讯员 孔奕

邵剑平被害案虽已水落石出，然而

此案并未完结。随着调查深入，嫌疑人

徐小明一个又一个身份浮出水面，特种

兵、屠户……更令人惊讶的是，过去13

年中，他先后在广东深圳、东莞、湖南株

洲、长沙、山东青岛、江西九江等地实施

抢劫杀人案件8起，致11人死亡。

13年来他至少杀了11人

“作案预谋准备充分， 嫌疑人多次

使用化名，肢解手法老练，手段残忍，在

公共场所刻意回避监控镜头。” 长沙市

公安局副局长欧益科介绍，种种迹象表

明碎尸案背后隐藏着更多大要案件。

果然，经深挖，徐小明于1998年至

2010年间伙同犯罪嫌疑人胡志雄、魏先

发、廖华春、江海辉、肖成和等在湖南株

洲、广东东莞、深圳、山东青岛、江西庐山

等地实施抢劫杀人案8起， 先后抢劫杀

害11人，抢劫财物共计数百万元，变卖

被害人价值40余万元的汽车、 房产等

物。以下是他制造的部分血案：

●1998年上半年， 徐小明在广东省

佛山顺德市某工业区一自行车工厂打

工时， 以做自行车原材料生意为借口，

将同厂上班的一男子（20多岁，衡阳人）

及其女朋友（20多岁，益阳沅江人）骗至

株洲市某钢厂下属拉丝厂废弃宿舍，伙

同犯罪嫌疑人胡志雄，将该对男女掐死

后将尸体掩埋于附近荒山，并抢得现金

4万余元。

●1999年春节前，徐小明伙同犯罪嫌

疑人廖华春、 肖成和将在深圳市南山区

四海公园认识的女子林某骗至南山村的

出租屋， 将该女子掐死后取走其存折内

的现金3万元。

●1999年至2000年期间，徐小明伙同

魏先发拦截一台出租车， 在深圳市野生

动物园附近，持仿五四式手枪和石头，将

出租车司机砸昏，抢劫了该台出租车，后

将该台出租车零部件拆散变卖， 获得赃

款26000元钱。

●2009年5月， 徐小明在东莞结识一

女子李某后， 伙同犯罪嫌疑人胡志雄将

被害人李某掐死， 分尸后将尸体埋在了

东莞东城区的一山林中。令人惊讶的是，

杀人后徐小明淡定地在东莞找到一名长

相与被害人李某相似的“坐台小姐”，由

该“坐台小姐”冒充被害人李某，以30万元

的价格将被害人的房产进行变卖。

……

8名嫌疑人已悉数落网

获悉这一系列重大案情后， 专案组

先后在株洲、怀化、韶关抓获魏先发、廖

华春、江海辉等人，并在江海辉家中搜查

出仿六四式手枪1支， 子弹3发。4月21日

晚，民警在深圳梅岭出租屋内，抓获嫌疑

人肖成和。

目前，8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专案组正在对徐小明团伙涉嫌流窜

湘、粤、鲁、赣四省六市的多起杀人、贩

毒、 抢劫、 盗窃案件的犯罪事实进行查

证。

一起凶案牵出惊天案情，主犯交待自己还曾制造8起杀人案致11人死亡

“用丧心病狂来形容我非常合适”

4月27日，记者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见

到了徐小明。面对满屋镜头，徐小明嘴角上

扬，不语反笑。笑容有些诡异，有些轻蔑。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记者来拍你？”“案

子太大了，杀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杀那些

人？”“杀人为生。”

毫不犹豫脱口而出的4个字，让现场所

有记者愣在原地， 镜头前这个杀人狂徒的

淡定与坦然寒气逼人。没有记者发问，徐小

明侃侃而言，讲述起自己的人生。

“我在缅甸当过雇佣兵，回国后看见谁

都想杀。杀第一个人时21岁，对方是个毒贩

子，该死，事后抢了35斤白粉。”“我杀人就

是为了钱，我认为别人的钱就是我的。”

徐小明的狂妄惹怒了在场所有人。

“对你这种行为，很多人用丧心病狂形

容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用丧心病狂形容我非常合适。”

“你觉得被杀的人无辜吗？”

“无辜。”

“心里不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吗？”

“我这样的人还有心吗？”。

【下篇·案中案】

“我这样的人还有心吗”

对话

面对记者采访，徐小明显得十分轻松，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记者 王翀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