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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疯子才会做的事情， 修这条路
根本就只是一个梦”。 十多年前一位勘测
技术员说的这句话，十八湾村前任村支书
龙把银记得很清楚。

然而，十八湾人豁出去了，从2000年
开始，投入劳力工日12万多个，历时四年，
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了一条5.2公里长
的“挂壁天路”。

十八湾村苗族同胞千百年盼望通
村级公路的梦想实现了，而在上级各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通往该村的公路全面
进行水泥硬化， 并配套完善了安保设
施。

位于湘西吉首市西南部的十八湾
村， 是海拔700多米高的大山上的一个
苗家山寨，全村只有272人。“在没有公
路之前， 喂一头猪要变为钱，得6个壮汉
才能抬下山去。 山下的东西运上山，豆

腐也成肉价钱。” 现任村支书龙庄感慨
万千。他介绍，修路前，村里人均收入不
足700元，而路修通后，2010年全村实现
农业总产值160.38万元， 人均纯收入达
到5400元。

交通方便后，给十八湾人脱贫致富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十八湾村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大面积种植菜、果，其中，尤以金秋
梨、生姜最为出名。去年，光金秋梨一项，
年产值便达到225万元， 成为村民们名副
其实的“摇钱树”。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彭雁

4000 余例患者告别僵硬、震颤、疼痛

“细胞刀”治疗帕金森、三叉神经痛显奇效
本报讯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常见的

中老年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多在 50 岁以
后起病，病程可达几十年之久，主要是以
震颤、强直、运动减少以及姿势异常为临
床表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震颤就会发
生在任何的时间，震颤时病人不能自理持
物，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发展到后期
往往导致卧床不起甚至危及生命。它对患
者生活能力的危害仅次于肿瘤、心脑血管
疾病， 因而被称为中老年人的“第三杀
手”、“慢性癌症”。

长期以来， 国内对该病的治疗主要依赖
药物和传统手术治疗，疗效均不够理想。自引
进在欧美引起轰动的高新技术———“细胞刀”
技术后，国内治疗该病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作为国际帕金森细胞刀协
作中心，在湖南首家引进了“细胞刀”高新技
术，从 2001年 3月至今，已先后为 4000余例
帕金森病及三叉神经痛患者施行了“细胞刀”
手术， 使患者术后即刻消除了手脚僵直、颤
抖、 疼痛等症状， 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治疗效
果。据了解，康复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88岁，最

小的 23岁，出院后生活质量均大大提高。

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立竿见影，5 年
病痛一朝解除

65 岁的张大妈 5 年前就被诊断为帕金
森病，开始时双手发抖，靠药物治疗来控制。
谁知近年来病情逐步发展，药物已无法控制
病情，开始出现右脚僵硬，双手颤抖等症状，
生活自理都很困难。因为担心开颅手术使自
己变瘫或神志不清，张大妈一直不愿意手术
治疗。 经家人反复做工作，张大妈近日才到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接受
手术。 通过脑部微创手术，运用精密的计算
机系统对病灶进行准确定位，再利用射频电
凝加热技术一次性毁损病灶细胞。在完全清
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张大妈颤抖的双手恢
复了正常，腿脚也变得灵活，折磨她 1800 多
个日日夜夜的病痛转眼没有了。

据该院细胞刀医疗中心的专家介绍，
“细胞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术刀，它
是国际上最新的治疗手段，这种先进的帕
金森病治疗方法，创口小、出血少、安全性

高。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在引进、使用这
种高技术的同时，注重总结本院在多年临
床实践中获得的独特医疗经验和技术，将
二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使之更好的服务
于帕金森病患者。 为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该 中 心 特 设 立 健 康 咨 询 专 线 0731 －
88612387，咨询 QQ：1256775011，为大家提
供咨询服务。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获得新
突破

位于长沙市河西溁湾镇的武警湖南省
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不但治疗帕金森
病的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在治疗三叉神
经痛方面也取得了新突破。继“细胞刀”高新
技术治疗帕金森病取得显著疗效后，该中心
又引进全套三叉神经痛治疗系统，为广大三
叉神经痛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据专家介绍， 三叉神经痛多发于 35
岁以上，女性居多，临床表现为一侧面部
骤然发生的剧烈疼痛，如电击、刀割或钻
痛，以面颊、上下颚或舌部最明显，可伴有

痛性抽搐。 疼痛发作仅数秒至 1－2 分钟，
间歇期无疼痛。 病初发作次数较少，以后
发作次数增多，症状加重。 三叉神经痛患
者中很多人都曾因为误诊，闹出不少啼笑
皆非的事。 曾经有一位农村女性就因误
诊，拔掉右侧全部牙齿。 后来经人介绍到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就
诊，经专家确诊后才知自己得的根本不是
什么牙病，而是三叉神经痛。 医生给赵女
士做了常规检查后，运用细胞刀系统进行
检测， 确定了三叉神经节的疼痛部位后，
以射频热凝的方法对病变神经进行毁损，
２０ 分钟便完全摧毁了疼痛病变，折磨赵
女士多年的病痛终于消失了。 如你或你身
边的家人和朋友正在遭遇帕金森病或三
叉神经痛的折磨，可以立即拨打健康咨询
专 线 0731 －88612387， 或 加 咨 询 QQ：
1256775011，向专家咨询，也可直接前往位
于长沙市河西溁湾镇的武警湖南省总队
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咨询就诊，专家一定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张霈仪

过去的一个多月，株洲泰民米粉厂的老
板黄满云被舆论包围。因为她的米粉厂被网
友称为京广线上的定时炸弹、株洲“最牛”米
粉厂……

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 此事逐渐平息。
但黄满云认为， 这背后肯定有黑手操作，并
将矛头直指另一家米粉厂。

一个令人关注的背景是， 就在事发期
间， 株洲酝酿对米粉企业进行整合洗牌。时
间点上的契合，让此事显得相当诡异。

【网帖】“米粉厂的锅炉是颗定时炸弹”
株洲中心广场核心商圈以南有一条体育

路，路东边尽头与京广线一墙之隔。隔墙之处，

仓库、液化气配送站等夹杂其间。泰民米粉厂就
坐落于此，厂子看上去不起眼，却因每天向市场
供应上万公斤米粉，为广大同行熟知。

“要不是网上的这些帖子，我们不会到这
一步。”9月2日，望着已恢复生产的车间，黄满
云一声叹息。黄介绍，今年8月初，网上不断有
人发帖，称其所办米粉厂锅炉无证，且在铁路
线路8米安全保护区内，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此帖引发各界高度重视，网友称其为株洲“最
牛”米粉厂。8月16日，株洲市委办《每日舆情》
就此将网民意见发至市安委会， 相关部门迅
速介入，泰民米粉厂关停接受调查。

【调查】被控米粉厂的锅炉没安全问题
事情发生后， 株洲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就此组织了调查，该局在《关于株洲市芦淞

区泰民米粉厂锅炉查实情况的报告》 中写
道：该企业今年7月拆除了不符合环保要求
的燃煤锅炉， 重新安装了LSG1-0.7-A2型
锅炉……锅炉的制造和安装均有许可资质
证，没发现违规情况。

与此同时，对于网民反映最为强烈的锅
炉是否在铁路安全区域内的问题，该《报告》
称：经现场测量，米粉厂锅炉房离铁路线路
路堤坡脚10.48米，符合《铁路运输安全保护
条例》第十条安全距离不少于8米的规定。

与此同时，广铁集团株洲工务段出具的一
份《说明》中也明确说，锅炉没有侵入铁路界限，
符合铁路相关规定，不影响铁路行车安全。

【疑点】事发期当地正酝酿整合米粉业
调查报告出来后， 黄满云松了一口气，

但网帖的不实之词使得厂子无端停产，让她
很郁闷。黄认为，这背后有人“搞鬼”。

“这事后面不排除有人操作。”株洲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法规科科长陈国庆就此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陈国庆介绍说，多年来，株洲市米粉行
业良莠不齐，竞争无序。今年初，市政府决心
规范整合米粉行业，将原有的40余家米粉厂
整合为4至6家进行试点。经相关部门多次考
察、对比，最终确定泰民等4家米粉企业作为
拟取证单位。陈国庆说，整合意味着一些不
符合条件的米粉厂要退出市场，出局者极有
可能从中作梗。

该局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说，本来此
项工作在8月就要完成，此事一出，不知要推
到何时。

株洲“最牛”米粉厂遭网帖中伤
行业洗牌前，有网帖称其有安全隐患，有关部门查无此事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挂壁天路”改变十八湾
多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 大力实施对口扶贫，支持

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涌现了一大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 今年起，每
年9月将定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行动“宣传教育月”。从即日起， 本报推
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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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秦人藏书出典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而闻名天下的沅陵二酉山，9月7日上午举行了
2011“中国·沅陵书香节”的启动仪式。接下来的一年，沅陵将组织全民读书、在中小学生中开展
追寻圣贤足迹的绘、书、写、读活动。活动期间，沅陵县旅游外事侨务局还将联合景区向全球发
起名人捐书和捐名人书活动，所捐书籍将在二酉山永久珍藏。 ■记者王文刘永涛摄影报道

沅陵“书香节”全球征书

湘潭大型实景演出两年后有望推出———9月6日，湘潭市广播电视台台长熊兴
保介绍，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目前正在筹划，将融入3D技术，时长
约1小时， 拟邀请顶级导演参与策划和创意， 计划在201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
120周年时推出。 ■记者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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