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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查病，

脓包误当成痤疮

上网“自我诊疗”，把脓包误当成痤疮，结

果自己遭了罪，昨日上午，我们在 163 医院门

诊大楼皮肤科遇到了懊悔不已的市民徐先生。

据了解， 市民徐先生今年 23 岁， 刚过完

年，他的脸上突然长了一片小脓包，母亲赶忙

劝他去医院瞧瞧。

“不用，我先上网查查，看看得了什么病。”

他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症状，按照网上的病例描

述对号入座，他分析自己得了痤疮。于是，他又

在网上搜索治疗痤疮的偏方，然后买回了一堆

中草药天天往脸上敷。 可是数周过去了，脸越

来越吓人。

几天前，徐先生赶紧来到 163 医院皮肤科

请专家看病，医生的诊断结果为急性淋巴管炎

引起的脓包。 由于耽误了病情，徐先生的脸要

好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图方便”是不少年轻

人选择上网“自我诊疗”的主因。徐先生告诉笔

者，自己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先上网查一下相

关信息，很多时候网友提供的意见和注意事项

比医生提醒的还要具体一些。 而去医院看病，

由于病人多、时间紧的关系，一些医生只简单

地了解一下病情，便开药方，“事先做一些准备

工作也方便跟医生交流。 ”徐先生说。

随后，我们走访了 163 医院皮肤科专家几

位医生，他们质疑上网“自我诊疗”的看病方

式。李基仁医生认为，每个人体质不同，相同的

病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症状，只根据上网

查询的结果就简单地下结论进行治疗，很容易

诊断不明。 因为很多疾病的症状极易混淆，即

使是学了很多年医科的医生，也要见到病人本

人，再借助一些设备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最后， 笔者在走访时获悉，163 医院是我

省较早开展腋臭、痤疮、湿疹、毛囊炎、花斑癣、

银屑病、鱼鳞病、皮炎、扁平疣、荨麻疹、皮肤瘙

痒、 灰指甲等皮肤疾病诊疗的权威三甲医院。

目前，医院皮肤科每日收治的皮肤病患者人数

高达上百人，无论是专家技术、诊疗设备、综合

实力等方面均排名我省三甲医疗机构前列。

据悉，163 医院根据国家规定“三甲医院

全面推广免费实名预约挂号服务”， 开通了电

话预约挂号服务。医院皮肤科专家预约挂号电

话：0731-88850608。

小伙网上自己给自己看病

网上看病，“图方便”是主因

有皮肤疾病，可打电话问专家

颈椎病，是由于颈椎退变继发椎间盘突出、骨质增

生、曲度变直等压迫神经根、脊髓、椎动脉或交感神经

而引起症状。由于椎间盘是无血管组织，口服药物很难

进入病灶，导致该类疾病久治不愈…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廷翰肩负使命， 六十年如一日专

攻此类疾病，他依据“人间有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的中医

理念，对元代疗骨奇方做了大量研究，终有良药“仙草活骨

膏”问世，配方中他大胆创新，巧妙运用了红花、川断、三七、

天麻、细辛、土虫、羌活等 22种高原药物，实验证明，该药内

含大量生物活性酶，能够进入组织深部与突出物发生连

锁生化反应，使之失水萎缩，恢复正常，水肿粘连钙化增

生炎症消除，从而解除对神经的压迫，急性发作期 24 小

时见效，2个礼拜恢复正常生活…不怕病重，重症患者加

服葛根沙棘冲剂，效果更快。

有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女士脖子僵硬，颈肩疼痛，头晕

手麻，握物无力，有时正说着话，因为头晕突然就说不下

去了，拍片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颈椎增生、曲度变直、

压缩性骨折”，用“仙草活骨膏”一个礼拜，头晕消失，手麻

减轻，不到一个月颈托拿掉，恢复如常人。

仙草活骨膏不以暂时止痛蒙蔽患者，相信很多中医

外治之法都能改善局部疼痛， 而仙草活骨膏更以颈腰

灵活扭转、自由活动检验效果，最好对比使用前后磁共

振片更能说明问题。

另有“膝关节病”专用贴，专治：膝关节骨质增生，退

行性变，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等顽症。

良心产品，绝不做虚假宣传，买 6 送 2，买 10 送 4，

全程用药指导。

专家提示：冬病夏治，夏季是最佳治疗时机。

骨病咨询专线：0731-89871315

������长沙市湘雅二医院向西 100 米对面海川新特药房，

东塘西大华宾馆对面星城大药房。 有专业人员指导，市

内免费送货，外地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颈椎病”良药问世

免费试用三天已火爆开始

风光带杨梅熟了绿化“哭”了

“手腕粗的枝干都踩断了”，修补费很贵 提醒：“路边杨梅”含铅，小心中毒

“这里的杨梅是为了观赏而种植的，由于养护需要，这些树都

曾喷洒过农药，在果实中也会有残留，食用可能会引起中毒。”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喷洒农药，这些杨梅树栽在路边，

吸收了大量的汽车尾气，尾气中含有大量的铅，吃了含铅高的梅

子对人体的健康伤害非常大，建议市民不要采食。

长沙市民王先生6月22日来电： 在湘江中路脸谱广场的风光带里种着一些杨

梅树，最近正好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很多市民都去采梅子，把风光带的绿化都踩坏

了。在这巡查的管理人员去劝阻还被打。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陆秉雯

“路边杨梅”

吃了可能中毒

提醒

6月22日，长沙市沿江大道的脸谱广场，路边风光带上的杨梅被采摘一空，一些挂满

青色杨梅的树枝被扔在路上。 记者 伍霞 摄

长沙市民向先生6月22日中午来电：

雨花区杉木冲路的洞井小区前出事了，一

辆货车倒车时把一个小女孩撞没了。

司机是新手，油门踩猛了点

22日下午1时20分许， 洞井小区通往

洞井小学的背街小巷内人头攒动，哀嚎阵

阵。一辆蓝色货车、一具卷着毛巾被的尸

体、几名瘫倒在地的男女、一群摇头抹泪

的围观者，这是车祸发生一个半小时后的

现场画面。

一辆牌号为“湘AFW403”的货车停

在一个45度左右的坡上。事发陡坡后方是

一个仓库，灰衣男子正是陪同肇事司机一

起前来卸货的帮工。“我们是一个物流公

司的， 他是公司刚请的司机， 好像是个新

手。当时正是洞井小学放午学的时候，司机

一倒车，孩子就直接滚到轮子下去了。可能

是油门踩猛了点。”

“崽啊，爸爸送你”

安抚死者家属的交警解释：“肇事司

机已经被其物流公司的领导控制，我们安

排民警过去了。”

死者父亲唐先生隔着毛巾被轻抚着

女儿的小手说：“她才6岁啊， 刚给她报上

名，就读一年级了。我和她妈平常没时间

管她，每天都是自己上学放学。”

下午2时许，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唐先生将女儿搂上担架，为其整了

整毛巾被，盖好绿色的塑料布后，哭着说：

“崽啊，爸爸送你。” ■记者 王为薇

（市民向先生提供线索，奖励50元）

提醒

请养成倒车回头看的好习惯

驾龄11年的货车司机章师傅说，很多

新手认为，倒车只要看左右反光镜和后视

镜就可以了。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倒

车时后面难免会有行人和自行车。我们应

该提倡养成倒车回头看的好习惯，而将看

左右反光镜和后视镜作为倒车的辅助手

段。”

倒车猛踩油门，6岁女孩遭殃

老司机提醒：应养成倒车回头看的习惯

6月21日下午3点左右， 从云南曲靖到长沙打工的五名工

友，在橘子洲公园游玩时，一人不慎掉入江中，另外两名同伴在

营救时也意外落水。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打捞， 落水的3人中有2人已经被证实

不幸遇难，但仍有一人失踪。据工友朱先生回忆，因为遇到大

浪，一名工友不慎掉入水中， 两名工友救援中也落入水中。

事发后，长沙水警派人赶赴现场搜救三名落水者。他们的

工友也都赶来现场。经过通宵打捞，22日，救人的两名工友被

打捞上岸，遗憾的是已经不幸遇难，而最先落水的工友仍未找

到。 打捞师傅表示，江边风大浪大，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非

常危险。截止到目前，打捞工作还在继续。

【特别提醒】橘子洲公园管理处提醒市民 ，江边是严禁玩

水游泳的，除了在江边竖立警示标识外，巡逻人员看到类似情

况也将进行制止。 ■据都市一时间

橘子洲3游客落水

2人溺亡1人失踪

摘梅子用尽“十八般武艺”

徐平兴负责沿江风光带的巡查维护任

务。22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见到了刚结束

一轮巡逻的徐平兴， 他带着记者来到一株

三米多高的杨梅树下， 正是果实成熟的时

节，可是树枝上除了稀稀拉拉的几片叶子，

看不到一颗杨梅。 树下的灌木丛绿化带被

踩得东倒西歪，斑驳的黄土裸露出来。一些

“产量大”的杨梅树下，硬生生地给踩出一

条路来。

爬树摘，用杆子打，摇树，徐平兴数着

“好吃者”为摘杨梅使过的办法，“摘得少就

揣在口袋里， 多的甚至能装小半蛇皮袋。”

徐平兴无奈地说，“摘了梅子事小， 树下的

灌木都被踩坏了， 有人为了爬上树多摘几

颗梅子，手腕粗的枝干都踩断了。”

徐平兴说，就在两天前，一名中年妇女

在附近的风光带里采摘杨梅， 遇到协管员

劝阻还耍起泼来，“我们的队员不准她把那

袋子杨梅带走，她又扯衣服又踢人，还坐在

地上说被我们打了， 后来只好报了110，还

好有目击证人。”

踩一条路，修补要花三四百元

这些杨梅究竟味道如何， 记者在树丛

里捡了一颗尝尝，硬、涩、酸。一名不愿透露

姓名的采摘者说， 这些梅子被人摘回去很多

都是用糖水腌制后食用， 虽然味道不如市场

上售卖的梅子， 毕竟不要钱，“将就点也还不

错。”

“我们在树下种植灌木就是考虑到果

实掉落，阻止游人捡拾，其次也能防止人们

爬树采摘，可目前看来效果不太好。”记者

随后联系沿江风光带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没有执法和处罚权，对于采摘

杨梅毁绿的行为除了劝阻没有更有效的办

法，对于那些“霸蛮”的人，只能报警处理。

“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维护风

光带的绿化，为了几颗梅子就把绿化毁了实

在可惜。”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在绿化带里每

踩出一条路，就要花费三四百元来修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