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一名高级警官12日说， 他本人的

电话遭到窃听。

前首相布朗当天抨击媒体大亨默多克

旗下媒体雇佣“罪犯”窃听公众隐私，以获得

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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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解决 鼻炎 鼻窦炎 鼻息肉

患鼻炎的学生为何成绩不佳？

鼻炎伤害孩子智力必须警惕！

研究表明， 不少家长们低估了鼻炎对孩子

大脑的不良影响，殊不知，鼻炎最困扰患者的症

状，除了流不完的鼻涕或拧不掉的脓稠鼻涕外，

鼻子不通气引起呼吸不畅，容易出现大脑缺氧，

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影响孩子睡

眠质量，从而引起孩子情绪低落、自卑、记忆力

加重减退、面部发育异常、学习成绩下降等。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不重视鼻腔健

康，尤其是对孩子，家长更关注的是发不发烧、

拉不拉肚子，很难想到会是鼻子的问题。 其实

鼻腔是整个呼吸道的重要防护口，极易受到细

菌、病毒的侵犯，而孩子的器官形态和生理功

能不完善，鼻黏膜十分脆弱，抵抗力和对外界

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差， 因此与成人相比，孩

子更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

据长沙中山医院耳鼻喉治疗中心（北京五

官科医学研究院中山医院临床基地） 主任介

绍，夏冬季是鼻炎的高发期，不少患者出现鼻

塞、打喷嚏、流鼻涕，其实这都是典型的鼻炎症

状，但很多患者误以为感冒了，就自行服药，出

现反复发作，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从而引

发了许多并发症。

据了解，长沙中山医院耳鼻喉科治疗中心

特别开设了青少年、儿童鼻炎专科门诊，并已

成功开展了鼻内窥镜微创治疗鼻炎、 鼻窦炎、

鼻息肉等万余例微创手术，得到了广大家长的

好评，如果你的孩子正遭受鼻炎的困扰，可通

过长沙健康栏目导诊热线 0731-85652828 进

行咨询 www.csebh120.net��

美国最新等离子结合内窥镜技术

与过敏性鼻炎一次了断

株洲王先生

的鼻子是个老问

题了， 从六七年

前开始， 每天早

晨一起床就鼻子

发痒， 连续打喷

嚏，最多一次可打几十个。 同许多过敏性鼻炎

患者一样，每年换季的时候对他的鼻子成了一

种 "折磨 "，"一把鼻涕一把泪 "，过敏的鼻子让

王先生打喷嚏，流鼻涕，伴眼痒、上腭痒，有时

鼻塞严重时让他喘不过气来，王先生辗转去过

好几家医院，测过敏源试验，也用过不少药物，

可效果都不明显。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介绍长沙

中山医院耳鼻喉科治疗中心（北京五官科医学

研究院中山医院临床基地）的介绍后，他通过

长沙健康栏目组导诊热线 0731-85652828 详

细咨询后，被医生的专业所打动，并了解了现

代高科技的神奇，于是来到中山医院就诊。

美国 DNR 低温消融术

20 分钟告别过敏性鼻炎

针对王先生所述症状， 长沙中山医院耳鼻

喉治疗中心（北京五官科医学研究院中山医院

临床基地）陈主任对其进行诊断，通过鼻腔内窥

镜检查发现， 双侧鼻黏膜苍白水肿， 下鼻甲肥

大，中鼻甲可见息肉样变，确诊为过敏性鼻炎、

肥厚性鼻炎、鼻窦炎。 陈主任运用美国 DNR低

温消融术，消融了肥厚性鼻甲，同时阻滞了筛前

神经， 降低鼻腔神经敏感度， 改善鼻腔通气功

能，就这样，只用了 30 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困

扰王先生多年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等症状。

在此，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的主要症状为

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时间一长就会

诱发鼻窦炎、鼻息肉、分泌性中耳炎等疾病，更

会诱发哮喘，它所带来的潜在危害还是不小的，

如孩子鼻子不通气，会出现眼窝发青的现象，而

影响睡眠、智力、生长发育、学习成绩等。

据笔者了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最理想方

法是美国 DNR低温消融术， 它是在内窥镜放

大 500 倍直视下，清楚地看到病变组织的解剖

结构，达到以往不容易达到的区域，对病灶准

确定位，定量释放 DNR能量，使病灶组织自行

凝固、脱落，还能保留鼻腔生理功能的微创技

术，堪称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的最

佳治疗方法。

北京五官科医学研究院 长沙中山医院临床基地

地址：长沙市中山路 18号（小吴门、八一桥西头） 公车路线：1、142、501、901路到小吴门站下；9、109、150、348、402、405路到八一桥站下

会诊时间：即日起 -7 月 31 日 治疗费优惠 30%����������健康热线：0731-85652828�节假日不休

面临多重压力，传媒大亨默

多克宣布， 搁置100亿英镑收购

天空电视台 (BSkyB)的计划，交

易面临至少6个月调查。 分析认

为，默多克此举目的是避免其好

友、首相卡梅伦面对下议院强大

的政治压力。 默多克目前希望，

能够把窃听丑闻带来的冲击控

制在最小范围。

默多克现拥有天空电视台

39.1％的股份， 此前打算斥资

140亿美元收购剩余股份， 以完

全控股这家电视台。据信默多克

愿意尝试所有方法以确保他的

收购取得成功，甚至不惜卖掉他

旗下三家著名报纸。

英国会传召默多克下周接受质询

默多克“避风头”，宣布暂时搁置100亿英镑收购天空电视台计划

哈萨克斯坦政府12日说， 挫败一

起越狱行动，16名囚徒和1名警卫死

亡。

重刑犯越狱

冲突持续24小时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说， 一伙囚徒

11日凌晨在南部城市巴尔喀什一座

监狱袭击狱警，企图越狱。对峙期间，

16名囚徒死亡，1名警卫受枪伤而死，

2名警卫受伤。

冲突持续大约24小时， 特种部队

12日午夜时分完全控制这一监狱。

哈萨克斯坦当局说， 企图越狱的

囚徒是重刑犯，罪名包括抢劫、谋杀和

强奸，刑期为15年至32年。

死因存疑

是自杀还是操作失误？

16名囚徒死于爆炸，然而，死因说

法不一。他们袭击监狱岗哨后，躲入监

狱内的一座服装工厂， 特种部队靠近

时，服装厂爆炸，越狱人员死亡。

越狱人员准备了一个氧气罐，可

能打算炸毁监狱围墙。 司法部监狱管

理部门发言人库斯托夫说， 这个罐子

爆炸，可能是遭流弹击中，也可能是越

狱人员自认走投无路，引爆自杀。“他们

可能不愿意投降，因而自杀，”库斯托夫

说，“他们清楚，不可能得到宽大处理。”

扔枪进围墙

形势“仍然紧张”

这是一座看守措施严密的监狱。

库斯托夫说， 越狱者可能从监狱外的

同伙那里得到武器。德新社报道，越狱

囚徒的同伙把两支散弹枪和一支手枪

扔进监狱围墙。

监狱方面正在调查服刑人员，以

查清谁策划了这起越狱事件。当局说，

这所监狱形势“仍然紧张”。

上个月，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座监狱

发生骚乱；去年8月，北部另一座监狱

大规模群殴，警方介入，2名囚徒死亡。

哈萨克斯坦当局否认监狱骚乱与

管理不善相关， 认为黑社会头目策划

骚乱，旨在向当地官员施压。

■惠晓霜

对峙24小时

哈萨克斯坦

越狱囚徒离奇炸死

高级警官也难逃窃听

伦敦警察局助理专员耶茨接受议会下属一个委

员会咨询时坦言，2005年至2006年前，他本人的电话

遭到窃听。“我有99％的把握确定……我的电话遭到

非法窃听。”

耶茨补充道， 眼下不知道谁窃听了他的电话。不

过， 他否认这起窃听事件导致他2009年决定不再深

入调查《世界新闻报》记者涉嫌窃听一事。

一些批评者认为，耶茨电话遭窃听后担心被报纸

“抓住把柄”，因此胆怯，不敢深入调查《世界新闻报》。

耶茨驳斥这一说法“不是事实”。不过，他承认，

2009年的决定令人失望， 警方本应付出更多努力保

护受害者。

英国《卫报》2009年报道，《世界新闻报》花钱雇

私人调查人员，窃听数千部电话，包括政府高级官员

和王室成员。

警方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 决定不再进一步调

查。在多方压力下，伦敦警方今年1月重开针对《世界

新闻报》记者涉嫌窃听一事。

耶茨的前任克拉克7月12日直言，《世界新闻报》

以往刻意阻碍警方调查。“如果他们过去真心与警方

合作，而不是搪塞和说谎……我们今天也不会出现在

这里接受咨询。”

《世界新闻报》1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布朗“声音颤抖”抨击隐私被侵犯

同一天，前首相布朗将枪口对准默多克，抨击这

名媒体巨鳄旗下媒体雇佣“罪犯”获取他家人的隐私。

布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情绪激动，声音有

点颤抖。

“我的纳税申报信息一度丢失， 医疗记录遭到窃

取。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至少两次事

件中， 有充分证据证明，《世界新闻报》 雇人窃取信

息。”

按照他的说法，《世界新闻报》雇佣的那些人“有

暴力犯罪或者欺诈犯罪记录”。

布朗回忆，2006年，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曝

出他儿子弗雷泽患有囊包性纤维症时，他忍不住“落

泪”。

布朗认为，除非家人同意，《世界新闻报》无法借

助合法渠道获得这类隐私信息。 他抨击《太阳报》和

《世界新闻报》为了获取商业利益，无所顾忌地窃取公

众隐私。

新闻集团当天回应， 将就布朗的说法展开调查。

这家集团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美联社，《太

阳报》获得布朗儿子病情信息的渠道合法。

【控诉“被窃听”】

放慢收购

天空电视台步伐

默多克

英国反对党工党12日宣布，

将要求议会支持一项提议， 敦促

默多克放弃收购天空电视台。工

党领袖米利班德说， 希望向这名

媒体大亨“传达清晰的信息”。为

了实现公正， 最好的办法就是确

保刑事调查期间不达成任何交

易，为此默多克应该放弃收购。

英国国会调查窃听丑闻的

委员会———文化、媒体及体育委

员会决定传召默多克、其子詹姆

斯及曾任《世界新闻报》总编辑、

现任新闻国际公司总裁的布鲁

克斯， 要求他们7月19日就窃听

风暴出席听证会，接受质询。

报道指出，有关的窃听事件

可能涉及成百上千名政界人物、

社会名流以及新闻界人士 。

■据新闻晚报

提议敦促

默多克放弃收购

英朝野

【行动应对】

默

多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