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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破肚，太危险了，还不知道要留

多大一个疤。 ”“那么痛，想起来就可怕。 ”当

笔者对一些女性朋友进行关于传统手术的

访问时，她们都感到不寒而栗。 面对传统手

术，你是否也和她们有过一样的困扰？

作为传统手术的终结者， 微创手术只

需要在身上开几个钥匙般的小孔， 术后几

小时即可下床，3-4 天即可出院，其创伤小、

恢复快、无痛苦、并发症少。5月 28日，以陈

波洁博士、 禹建平主任为首的妇科名家们

将相聚长沙丽人妇产医院开启 2011 年中

国（长沙）妇科微创新技术、新进展学术研

讨会， 届时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进行

学 术 交 流 和 手 术 演 示 。 现 拨 打

0731-82812222 即可预约国内妇科名家、

畅享微创手术。

省内患者纷纷拨打热线预约手术

据承办方介绍，省内患者们预约专家

手术现场异常火爆，半个月来就有 100 多

名患者预约专家手术。

自从学术研讨会开启以来，承办方长

沙丽人妇产医院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预

约手术的大多数是子宫肌瘤、不孕症、卵巢

囊肿、 宫外孕等患者。 大部分患者来自长

沙及周边地区，如长沙、常德、湘潭、隆回等

地。 望城一位李女士表示：自己求子多年，

正打算去北京就诊， 看了相关报道后一合

计， 到长沙丽人妇产医院报名预约专家手

术不仅省去了来回的路费，还能减免 2000

元的手术费用， 而且有这么多专家在也不

愁治不了，的确很划算也很难得。

学术研讨会有四大惊喜

作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承办方， 长沙

丽人妇产医院负责人表示此次学术研讨会

将有四大惊喜，最大受益者还是预约手术的

患者。

惊喜一： 本次学术研讨会规格高，讨

论的学术议题实用性强， 已经吸引了国

内、省内知名妇科专家来会指导、交流与

手术演示。

惊喜二： 本次研讨会微创应用范围更

广，不仅妇科肿瘤、不孕症患者可报名预约，

石女患者以及妇科疑难杂症患者也可进行

专家手术预约。

惊喜三：在本次研讨会中，手术种类更

多、技术水准更高，而且所涉及的领域和擅

长的手术更具行业代表性。

惊喜四： 对于此类高级别的学术研讨

会，优惠力度更大，预约专家手术可减免手

术费 2000元，会诊费、点名费全免。 如果到

异地求医，算上路费、住宿费等，相当于节省

了 3000元 -10000元不等。

微创技术优势无可比拟

除了微创技术具备的共同优势外，其

在具体妇科疾病中的优势无可比拟。

在妇科肿瘤方面， 微创手术去瘤更干

净，能保全器官功能完整，在卵巢囊肿及子

宫肌瘤手术上，不需要做摘除手术，给患者

留下了做女人的尊严。

对于传统手术很难解决的宫腔粘

连 、输卵管堵塞等疾病 ，微创手术简直

就是它们的天然克星，因其特有的创伤

小，并发症少，治愈后复发率也低很多，

微创技术在治疗效果上、在患者身体和

心理上都有如此多的优势，微创技术注

定是传统手术的终结者。

作为微创技术推广的先导者， 长沙丽

人妇产医院对微创技术的运用已经非常娴

熟。 从 2007 年到 2010 年长沙丽人妇产医

院举办的几届高档次学术研讨会均受到了

业界和患者的一致好评，该院还获得了“中

国医师协会妇科微创技术培训基地”和“国

家级不孕不育临床应用基地”的荣誉。 参会

专家认为， 本次学术研讨会将为广大患者

贡献更多的微创新技术， 呈现微创技术的

最新进展。

相关链接：

义诊征集 100例微创手术患者

2011 年 5 月 31 日前征集 100 名微创

手术患者给予义诊服务，电话、网络等预约

的患者可获妇科专家亲诊机会； 享受专家

会诊费、 点名费全免， 微创手术费减免

2000 元的援助。

征集范围

妇科肿瘤：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腺肌

瘤、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宫颈癌、外阴肿

瘤；不孕症：子宫畸形、输卵管阻塞、子宫内

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症、盆腔粘连、宫

腔粘连；妇科疑难杂症：先天性无阴道（石

女）等；其他：功能性子宫出血、宫外孕、子

宫脱垂、阴道壁膨出等。

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0731-82812222

网络报名：www .100lr . com 、湖南在线 、

星辰在线

来院报名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一楼导

诊处报名

聚焦“2011年中国（长沙）妇科微创新技术、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之二

告别传统手术，轻松享受微创

———妇科肿瘤、不孕症、妇科疑难杂症等手术患者预约火爆

本报5月17日讯 昨晚深夜，长沙

侯家塘立交桥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

由北往南行驶的黑色丰田凯美瑞轿

车在桥上撞倒一辆电动车后猛打方

向盘，越过双黄线，又撞上一辆迎面

驶来的电动车，致使电动车司机直接

飞到桥下。

2名电动车司机先后被撞

17日上午9时许， 记者在侯家塘

新一佳超市附近，访到一位围观了车

祸“后半场”的市民李先生。他说，车祸

发生在16日晚11时45分许，“当时的

场面太恐怖了。”

撞飞2名电动车司机的是一辆黑

色的丰田凯美瑞轿车， 牌号为“湘

AAN6**”。丰田车由北往南开，刚开

过高架桥的最高点，“砰” 地一下撞上

了右侧的一辆电动车，电动车迅速往

南冲去，最后连人一起倒地。撞车后，

丰田车随即朝右撞向了高架桥右侧

的护栏。接着，丰田车的安全气囊爆

裂，但车并未停下来。

丰田车随即又猛地往左行驶，车

子前部又与一辆由南往北行驶的电

动车撞上了。电动车司机直接飞到桥

下去了。

“年轻司机，趁乱走了”

听到几声巨响后，李先生跑上侯

家塘高架桥，并用手机拍下了事发后

的现场情况。从照片上看，丰田车停

在由南往北的车道上，车子前半部损

毁严重。第一下被撞的电动车司机距

离丰田车有二三十米远。第二下被撞

的电动车位于丰田车后方，而这位电

动车司机则坠落到了距离桥面约七

八米高的地面上，高架桥上只遗落了

该司机的一双皮鞋。

“120急救医生赶到后， 把2位伤

者救走了，等大伙帮忙把伤者送走后

却发现丰田车司机不见了。” 李先生

反映，直到交警将丰田车拖离现场时

都没有见到司机。

附近另外一位参与了救援的群

众则透露，司机是一个年轻伢子，“他

是趁大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走

的。”

“肇事车主后来来了交警队”

据省第二人民医院骨伤科医生

说，第一下被撞的伤者姓彭，是个20

岁的小伙子，湘阴人，入院后因抢救

无效死亡。而“飞”下高架桥的伤者余

正红伤情主要集中在身体左侧，还未

度过危险期，“左手手臂、左大腿、右侧

第七根肋骨骨折。同时，颅内出血、脾

脏破裂。”

5月17日上午11时许， 天心区交

警大队负责此次事故的陈警官介绍，

丰田车司机姓冯，29岁，“他并没有逃

逸，是回去筹钱去了，后来自己来了

交警队，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酒精测

试，结果需要几天的时间。”

余正红的妻子小彭捧着一叠缴

费单哭了，截至17日上午11时，她已

经缴纳了1.5万元治疗费。“这些钱都

是兄弟姐妹们凑的，丰田车司机一分

钱都没垫。”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陈芳 匡萍

（杨小姐提供线索，奖励50元）

侯家塘高架桥为双向4车道，仅供机动车通行。然而，事发12个小时

后，记者来到高架桥附近一栋高楼上目测驶上高架桥的电动车。不数不知

道，一数吓一跳。最多的时候，10分钟内竟有11辆电动车从桥上通过：一男

子一手握着龙头，一手握着手机，晃晃悠悠地穿行在车流里；一男子骑电

动自行车竟在桥上逆行……

民警介绍，高架桥为机动车专用车道，禁止非机动车上桥。“高架桥上

没有慢车道，桥上的机动车车速较快，骑电动车上桥十分危险。此外，高架

桥的坡度较大，电动车在行驶中极易失控、摔倒。”民警特别提醒，骑电动车上

桥，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您的安全，千万别为图方便而冒险。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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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杨诚

侯家塘高架桥深夜车祸：发飙丰田连撞两电动车致一死一伤

“一个人从高架桥上飞下去了”

交警：肇事司机是否酒驾有待测试结果 提醒：非机动车不能驶上高架桥

车祸现场。 本报读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