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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6 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一个特定

的日子。

在湖南省军区医院的骨科诊疗中心，一

位中年男子和一个 6 岁左右的小男孩并排坐

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笔者偶然从旁边经过，

听到了细声的对话声：

小男孩：“爸爸，爷爷治好了，腰就不会再

疼了吧？ ”

男子：“当然了， 以后爷爷就可以陪你去

公园玩了。 ”

小男孩：“你对爷爷真好， 要不是你一定

要他来，他还要疼。 ”

男子：“等我老了，你也会这样对我好吗？ ”

小男孩：“我就不让你生病了。 咯咯......”

痛，“父亲的腰腿疼”是儿子的心结

据了解，男子口中的“爷爷”叫彭建国，今

年 67岁，是长沙本地人。三年前，他开始感到

脖子、腰部疼痛，逐渐两只脚也出现疼痛、发

麻的现象， 平时只要稍微一用力， 或者站久

了、坐久了，甚至多走了一会儿，腰、腿部就会

疼。就因为这腰腿的毛病，平常最爱带孙子的

老彭，已经有 1年多没带孙子去公园了。

老彭的儿子现自己办了一家外贸公司，

平常一直都很忙，很少在家呆着，父亲的颈腰

椎病也一直是他的心病。老彭体谅儿子，每回

疼得厉害，就自己去附近做做按摩、针灸，缓

解下就算过去了，决然不肯去医院。

这个月，因为天气的原因，经常下雨。 老

彭这老毛病又犯了， 晚上有时疼得连觉也睡

不着。 儿子知道后，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拖了，

坚持要老爸去医院看看。

“湖南省军区医院，是我们本地人首选的

医院。 而选择父亲节，则实在是凑巧，并不是

特意的。 ”小彭说。

爱，手术室外三代人的情感

6 月 19 日下午 1 点左右， 老彭来到了湖

南省军区医院骨科，CT 检查结果显示，轻度

颈椎病、L5S1 腰椎间盘突出， 突出压迫到坐

骨神经，引起腰腿疼痛。

“刚才杨主任说，父亲的腰椎间盘突出蛮

严重了，已经压迫到了神经。 如果再拖着，还

可能会造成下肢出现功能障碍， 真是吓了我

一跳。 ”小彭告诉笔者。

当问到他父亲时，小彭指着手术室说，“进

去有 20 来分钟了，做的射频微创治疗，听病

友说，这技术不错......”正说着，手术室的门吱

呀一声开了。 一个满脸堆笑的老人被推了出

来，看神态，根本不像刚做完手术的病人。

小彭见了则连忙站立，迎了上去，一把抓

住老人的手，说的是长沙方言，大概意思是，

爸，感觉怎样？ 很明显，这个就是老彭了。

小男孩则踮着脚想凑上去看爷爷的脸，

但因为不够高，就直扯爸爸的裤腿。老人注意

到了小孙儿，手从儿子手中抽出，去抚摸孙子

的头。 三个人都笑了。

绝，20分钟，0.5毫米针孔轻松除腰突

只用了 20分钟， 而且手术后的病人状态如

此好，小彭口中的射频治疗到底是什么技术？

该院的骨科专家杨主任告诉笔者， 射频

微创治疗是目前公认的颈腰椎病的最佳治疗

手段，疗效确切，故深受患者推崇。

治疗时，经 C 臂透视精确定位，医生用一

根仅 0.5 毫米的细针， 直接针对患者的发病

病灶，进行温控热凝治疗，快速解除对神经根

的压迫，同时还能修复破损的纤维环，有效制

止复发。 治疗中，不用麻醉，患者一直处于清

醒状态，还可与医生交流治疗感受。

“无痛、安全、见效快，通常术后三天就可

以正常上班工作。 ”专家说。

笔者临走前，特意又去看了下老彭，老彭

激动地说“现在腰腿的疼痛已经缓解很多了，

医生说，如果状态不错，就可以不住院，部队

医院就是靠得住呀。 ”

医院网址：www.csgky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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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老了，你也会这样对我好吗

———感恩父爱，陪老爸治好颈腰椎病

天气越来渐热，人们容易上火，尤其是便

秘及痔疮患者，如果不注意，容易出现痔疮反

复。 对此，163医院肛肠专家说，夏季痔疮高发

的因素很多，特别是由于夏季天气炎热、疲劳

过度、休息时间不足等，容易使肠胃浊气不能

及时排出，淤积于血在肛门处引发了痔疮。 再

加上夏季人们又喜欢吃麻辣食品、各式烧烤及

饮啤酒等，都有可能会引起大便干燥、排便困

难等情况，而便秘是诱发痔疮的一个因素。

163 医院肛肠专家提醒，市民在夏季特别

要注意以下几种不良生活习惯：

1、 人在站立或久坐时， 肛门直肠位于下

部，由于重力和脏器的压迫，影响血液回流，静

脉容易扩张屈曲，所以经常站立或久坐的人容

易患痔疮；

2、如果运动不足，肠蠕动减少，粪便下行

迟缓，也会形成习惯性便秘；

3、肛门部受冷、受热、便秘、腹泻、过量饮

酒和多吃辛辣食物，都可刺激肛门和直肠；

4、因肝硬变、肝充血和心脏功能代偿不全

等和腹腔内肿瘤、前列腺肥大等疾病都可使腹

内压增加而形成痔疮，当然也包括妊娠；

5、 还有一些生活习惯问题， 比如饮食过

饱、常吃精细食品或憋便、蹲厕过久等，都是形

成痔疮的原因。

163 医院肛肠专家介绍，临床中发现对夏

季治痔还存在着许多误区，比如有很多人还认

为痔疮手术很痛，宁可忍着也不愿意遭手术的

那个罪；还有不少人认为夏季天气炎热，手术

容易感染，准备把痔疮留到冬天再治，结果疼

得受不了了才跑到医院……这些都是需要纠

正和重新认识的观念。

医院专家提醒患者，根据“春生、夏长”的

规律，盛夏时节人体也处于新陈代谢较旺盛的

时候， 此时对痔疮等肛肠病治疗后创伤的生

长、恢复更有利。

目前，163 医院肛肠科在临床开展的“新

一代肛肠疾病微创技术”是继内痔、外痔、混合

痔、环状痔、嵌顿痔、脱肛等疾病从药物治疗、

传统手术治疗之后的又一新的微创治疗法问

世。具有无痛、创伤小、疗程短、恢复快、基本不

复发的优点，患者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

特别提示：

163 医院肛肠科目前正在开展大型公益

惠民活动，市民可电话报名参与免费肛肠疾病

普查。 免费项目包括：挂号费、专家会诊费、肛

肠常规检查费。 另，在该院住院治疗患者每人

还可享受手术费补贴 300元。

免费普查范围包括：内痔、外痔、混合痔、

便血、结肠癌（良性）、直肠癌（良性）、肛瘘、肛

裂、肛周肿物、肛门肿块、肛门瘙痒、肛门流脓、

肛门潮湿、慢性腹痛、腹泻、腹痛、便秘等肛肠

疾病。

163 医院肛肠疾病普查活动咨询和预约

挂号电话 0731-88850608。

夏季痔疮高发

5种不良生活方式是诱因

夏“痔”更好治，身体恢复更快

本报6月30日讯 6月28日下午，持续的大雨让长沙城区多

处积水，雨花区刘先生下班后骑电动车回家遇车祸，他从车上

摔下来，腿部骨折，而面包车车主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后，说

他家里真拿不出钱，没法支付全部医药费。无奈之下，刘先生只

得拨打长沙市司法局法律咨询热线12348咨询：这种情况能不

能算工伤？

长沙市司法局12348热线徐哲律师介绍，劳动者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他人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 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按《工伤

保险条例》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

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劳动

者既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又可以依《道路交通安全法》

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陆秉雯

本报6月30日讯 装载着20吨盐酸

的槽罐车顶盖破裂，挥发出的白色烟雾

卷着强烈的刺激气味在道路上空飘散，

30米外，十多户村民对已经降临的危机

还毫无察觉。今天上午，岳阳特勤消防

中队成功处置一起盐酸槽罐车泄漏事

故，数十名村民与一场灭顶之灾擦肩而

过。

20吨盐酸槽罐车泄漏

上午11点左右，岳阳特勤消防中队

接到报警，称在岳阳市京珠高速连接线

9公里处,一辆载有20吨盐酸的槽罐车，

由于行驶过程中罐体顶盖发生破裂，导

致大量盐酸泄漏。“大量强腐蚀性的盐

酸泄漏对周边地区的人、畜、植被将造

成毁灭性的破坏。”

接警后该中队紧急出动3辆消防车

赶往现场。此时，现场已被先行到达的

交警封锁警戒，距离事故车辆两百米开

外， 强烈的刺激性气味让人难以呼吸，

近百米的路面都是泄漏的盐酸。

消防奋战一小时除险

一辆牌号为湘F22200的红色槽罐

车被笼罩在一片白色烟雾中，黄色液体

冒着白色烟雾还继续从槽罐内往外流

淌。槽罐车司机称，行驶至事发路段时

从后视镜中看到车辆后部有烟雾持续

冒出， 停车后检查发现槽罐顶盖已破

裂，阀门无法关闭，于是拨打119求助。

在最短时间内对现场勘查完毕后，

岳阳特勤的消防官兵首先对周边民宅

和现场围观的群众实行疏散，同时使用

开花水枪对泄漏的盐酸进行稀释。为了

近距离对槽罐泄漏部位实行稀释堵漏，

两名消防战士身穿防化服爬上罐体顶

部用水枪冲洗稀释。泄漏减缓后，消防

官兵又对近两百米的路面及路边树木

进行冲洗。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奋战成功

处置了此次槽罐车泄漏事故。

■记者 黄磊 通讯员 郭峰

盐酸槽罐车在高速上边跑边冒烟

顶盖破裂导致大量盐酸泄漏，30米外的十多户村民还不知情

下班遇车祸可获双重赔偿

2011年6月28日9时37分，我市天心区桂花

坪黑梨路一基建工地发生一起枪击案。经侦查，

该犯罪嫌疑人特征如下：男，40岁左右，身高约

1.7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操不标

准普通话。作案时头戴灰白色棒球帽，戴墨镜，

上着深色上衣（较脏），习惯不将上衣扎入裤腰，

下穿深色裤子和黑皮鞋。

为迅速侦破案件，消除社会治安隐患，请广大人民群众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视

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如有知情者，请速向公安机关举报。对提供重要线

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叁拾万元。

举报电话：0731-110���0731-85010202��

长沙市公安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悬赏通告

6月30日，岳阳特勤消防中队官兵正在现场对盐酸泄漏事故进行处置。 通讯员 郭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