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捅马蜂窝是为了饱口福

怎么会钟情于捅马蜂窝？从事工程
机械工作的谭辉笑着告诉记者，这事还
得从5年前说起。 他的好友小李是云南
人，从云南带了蜂蛹来，谭辉和另几个
朋友吃过油炸的蜂蛹后， 赞不绝口。也
是从那年起，谭辉就邀二三个朋友成立
了支“捅马蜂窝队”。

回想第一次捅马蜂窝，36岁的谭辉
印象很深：“当时害怕啊，手都在发抖呢！
不过小李端蜂窝的经验很丰富， 有他
在，很顺利。” 有了第一次后，谭辉和朋
友们不再怕马蜂了。

“我们湖南人很多人不敢吃蜂窝，更
不知道怎么吃。”谭辉说，蜂窝里的蜂蛹
具有高蛋白，可蒸着吃，油炸来吃更是又
脆又甜，长期食用蜂蛹可增强免疫力。他
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爱”上了这民间
偏方，又体验到了捅马蜂窝的乐趣。

夜捅马蜂窝不易受伤
那怎么去捅马蜂窝呢？谭辉介绍，出

门捅马蜂窝时， 他们会带上一把工具
刀、手电筒，外加灭蚊片、杀虫灵等熏马
蜂的药。如果捅土蜂，会带把锄头。

他们每次行动前必须做的一件事
就是踩点。“白天踩点， 藏在树上的蜂
窝容易找，最难找的是土蜂窝。”谭辉
说，为了找到蜂窝，见到马蜂，他们会
让一个人喂食， 其他人就等马蜂吃饱
回巢时轮流跟踪，直到发现蜂窝。

踩好点后， 再进行周密部署，捅
蜂窝会选择在晚上。“这时蜂都回巢
了，好一窝端，我们也不易被它们攻
击。”对付马蜂，他们偶尔会用火攻，
但更多是用灭蚊片、 杀虫灵去药熏，
将马蜂熏晕后，立即快速将马蜂窝取
下来。然后清扫“战场”，整个过程不
超过20分钟。

捅过的最大蜂窝8公斤
据谭辉介绍， 每年的九十月份正

是马蜂产卵的高峰期， 这时候行动能
获得较多的蜂蛹。

但他们捅马蜂窝不分季节，“只要
听说哪有，我们就去捅。”谭辉说，几年
来， 他们在长株潭很多地方捅过马蜂
窝。“去亲戚朋友家玩时， 我们都会习
惯地打听，附近有马蜂窝没。”据他介
绍，5年来，他们每年至少要捅20窝马
蜂，最大的一窝，是在长沙同升湖发现

的，蜂窝重达8公斤，直径足有乡下那种木
脚盆那么大。

几年来，谭辉他们这支“捅马蜂窝队”
名气越来越大， 大家纷纷找他们帮忙。尽
管来回车油费、吃饭等费用都得自己掏腰
包，可谭辉他们还是很乐意帮忙。

他们捅马蜂有很多年了，不免有被蜇
伤的时候。谭辉提醒，马蜂具有很强的攻
击性，市民千万不要贸然去捅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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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我国有 200 万人患帕金
森病，已占到全球患者总人数的一半。 中华
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披露的数据叫人忧心。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我国帕金森病患病
率正在日益增高，而更多的数据显示，中国
内地帕金森患病人数仍以每年新增 10 万病
例的速度不断在递增。 其中，55岁以上的人
群中每 100 人就有 1 个帕金森病人，更为严
重的是：30 多岁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帕金
森病发病人群。 然而，帕金森病患者的就诊
率却非常低， 确诊发病时往往已是中晚期。
鉴于帕金森病如此严峻的防治形势，记者走
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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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请专家
来介绍帕金森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

过去都认为帕金森病是老年人的专属
病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武警湖南省总队
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的专家介绍说，帕金森
病人的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３０ 岁到
５０岁的人群也出现了不少帕金森病患者。

在该中心，专家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年轻
的张姓患者，32 岁，来医院时怎么也不能相
信自己这么年轻就得了帕金森。“我是前年
7 月一次酒后开始出现手抖，虽然后来又陆
续发生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当回事，以为
是喝酒的原因，可是有几次去打球，却发现
自己动作明显跟不上节奏变得不受控制，朋
友甚至说我说话声音也很含糊……” 病房
里，32 岁的患者张先生说：自己去年整整半
年就像活死人一样，沉默寡言，和周围的朋
友都很少联系，完全没有生活的热情！

“细胞刀”高新技术开创帕金森、三叉神经痛
治疗新纪元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
专家熊铁龙主任表示：像张先生这样的年轻
患者发病多为遗传因素，由于发病年龄很年
轻，因此除了震颤、僵直之外，帕金森病的另
一症状———抑郁对这类年轻患者的影响远
远比疾病本身更为严重。而这种因担心疾病
而产生的心情烦躁，哀伤、忧郁等不良情绪
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家人，最终又影响
到自己，造成情绪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对

于这类年轻患者， 为了提高其生活质量，一
般会建议其进行“细胞刀”手术治疗。 即：利
用精密计算机系统 CT 机扫描定位，对导致
患者发病的异常神经进行精确定位，再利用
射频物理高温电凝加热技术一次性摧毁病
灶细胞，以达到有效改善患者震颤、僵直等
病理表现的目的！

据熊主任介绍，该细胞刀医疗中心在湖
南首家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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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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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征兆是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

最新研究表明，嗅觉减退是帕金森病的
常见症状，在高达 70%~90%的帕金森病患者
中 存在。 更重要的是， 嗅觉减退往往在震
颤、动作迟缓等运动症状出现前 3~7 年即已

表现出来，患者可通过早期多种嗅觉检测方
法评估，排除其他也会出现嗅觉减退的疾病
的可能而进行帕金森病早期预警。 此外，帕
金森病早期主要表现还有：手、腿、脚发抖，
出现不同程度的震颤；运动迟缓、僵硬。如果
出现以下情况， 应警惕患帕金森病的可能，
尽快就诊。

1、50岁后慢慢出现不明原因的手臂、腿
脚颤抖，并且在身体静止时抖动明显，而活
动时减轻。

2、上下肢动作逐渐变得不灵活和僵硬，
如写字手指僵硬，扣扣子很慢，走路时手臂
不摆动等。

3、说话慢或口齿不清楚，口水多。 起立
或在床上翻身时动作慢，起步困难，经常觉
得脚贴在地上迈不开步子。

专家特别提醒，帕金森病在发病的前三
年是该疾病的“蜜月期”，症状相对较轻。 只
要早发现、早治疗，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症状，
还可延缓疾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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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55 岁以上每 100 人就有 1 例帕金森病人

帕金森治疗金律：早发现早治疗

抑郁比疾病本身更影响生活质量

本报9月27日讯 《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
条例〉（草案）》公布后，各小区讨论热烈。长沙澜
北湾小区业委会李主任和白沙花园小区业委会
黄主任提出，不止要设立《物业管理条例》，还应
设置条例管理开发商和业主等，这样可三方面同
时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置条例制约开发商。

近几年，大部分开发商都将小区的首层架空
绿化，业主当然觉得环境更好求之不得，但很少
有业主仔细观察过购房合同，有些架空层的分摊
面积其实算到了整栋业主头上。到底“架空层”能
否作为分摊面积算到业主头上？

澜北湾小区业委会反映，有些业主在买房之
后才发现自家面积少了。合同上所签定的房屋建
筑面积是一个数字， 房产证上的面额却缩水了，
令业主大为不解。后来才知，楼栋一层架空层的
面积居然分摊到了各个业主头上。

有业主表示：“既然架空层属于小区公开性
质，就是小区公共使用，分摊给业主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购房合同上并没有写明哪些范围属于分
摊面积，哪些范围属于公共用地。”

“有些购房者没有经验，可能会忘记询问，有
可能导致与开发商或者物业的矛盾。” 李主任认
为，可以在购房合同最后加一个附件，里面写明
小区哪些范围属于分摊面积，哪些范围属于公共
用地，其中分摊面积与公共用地分别有多少平方
米。消费者看到的时候一目了然，可以接受就签
合同，不能接受也可不购买。

白沙花园小区的黄主任说，小区车库是由车
库面积以及人防工程组合而成，但是开发商在买
卖车库时，通常也将人防工程面积加入购买面积
中。 ■记者 彭可心

“追蜂汉子”捅过脚盆大的马蜂窝
发现蜂窝，这群人能免费帮你 他们每年至少捅20窝马蜂，当作下酒菜

架空层面积
竟分摊到业主头上
建议：开发商随购房合同加附件，
明确分摊面积与公共用地

如果您身边有业主同物业公司之间发生的
故事，或者您想对《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例〉
（草 案）》 提 建 议 ， 欢 迎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0731-8432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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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马蜂窝是谭辉等人的爱
好。 (资料图)

你敢捅马蜂窝吗？人们
都说马蜂窝轻易是捅不得
的，一度将“捅马蜂窝”当作
行为大忌。

然而，长沙天心区大托
镇的谭辉和几个朋友却把
捅马蜂窝当成了业余爱好，
哪儿有上哪捅。

■记者 陈月红

马蜂毒呈弱碱性， 可用食醋或1%醋
酸或无极膏擦洗伤处。

伤口残留的毒刺可用针或镊子挑
出，但不要挤压，以免剩余的毒素进入体
内，然后再拔火罐吸出毒汁，减少毒素的
吸收。

用冰块敷在蜇咬处， 可以减轻疼痛
和肿胀。 如果疼痛剧烈可以服用一些止
痛药物。

如果有蔓延的趋势， 可能有过敏反
应，可以服用一些抗过敏药物。

小贴士

被马蜂蜇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