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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

★检查费全免 ★挂号费全免
★常规检查全免 ★治疗费优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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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不完的鼻涕困扰患者
致命的并发症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 不少家长低估了鼻炎
对儿童的不良影响。殊不知，鼻炎最困
扰患者的症状除了流不完的鼻涕或擤
不掉的浓稠鼻涕外， 且鼻子不通气引
起呼吸不畅，晚上张口呼吸、睡眠深度
不够、觉醒后易疲劳等，对于儿童的大
脑，包括认知能力、记忆和心理活动
有显著的影响。 唐主任说，以上这些
症状久而久之使儿童情绪低落、注意
力无法集中、学习成绩下降，严重影
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习。

专家提醒：长年患鼻炎，易引起
鼻窦炎、鼻息肉、中耳炎等，严重者病
变蔓延至眼眶及颅脑，可引起眶内感

染、脑膜炎、脑脓肿等，而致生命危险。

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
一举治愈鼻炎、鼻窦炎

经同事介绍， 李女士带着女儿
来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
唐主任为其做了鼻腔内窥镜检查。确
诊为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需
尽快治疗。首先唐主任运用先进的美
国等离子低温消融术为其消融了肥
大的中鼻甲和下鼻甲，又阻滞了筛前
神经，同时又做了窦口开放，二十分
钟过后，整个治疗结束。就这样，困扰
刘娟的脓鼻涕止住了。

笔者了解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
喉诊疗中心率先引进世界先进的美

国 DNR 等离子治疗系统 ， 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系统等先进治疗
设备。鼻内窥镜它的亮度相当于无影
灯的 20 倍，3.5 毫米小孔可将病变组
织放大 500倍。因此患者的病变部位
可被医生一览无余，清晰的视野使手
术达到以前不易达到的区域，从而将
以前传统的破坏性治疗转变为在去
除病变的基础上，还能保留鼻腔生理
功能的微创技术，是目前治疗慢性鼻
窦炎和鼻息肉的首选方法。

据了解，自从“低温消融术”引进到
长沙方泰医院以来，已成功治愈了数万
名耳鼻喉患者， 广大患者给予了一致
认可和好评。等离子低温消融术治疗耳
鼻喉疾病，让你拥有耳聪、鼻灵、咽喉
爽，享受“美味”人生。 ■张琳

孩子成绩不好，小心鼻炎作怪
��������“通了，通了，我的鼻子终于通了……”，河西刘娟同学在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接受了鼻内窥镜
微创技术，解决了长达 10 年的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鼻息肉、并且止住了长流 10 年的鼻涕后，高兴的说。 令
她父母更高兴的是，学校里的同学不再叫她“流（刘）鼻涕”了，而且自从鼻子通了以后，女儿的注意力集中了，
智力提高了，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笔者提醒广大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正受鼻炎困扰，可通过 0731-85367112
向耳鼻喉专家咨询。

�������长沙市岳麓区的张先生患慢
性鼻窦炎、 鼻息肉已十七年之
久。 这期间他做过鼻窦冲洗，吃
过不少西药和中药， 还做过一次
息肉摘除， 结果越治越糟。 提起
就医经历，他摇头叹息：“往事不
堪回首啊！ ”。

入秋以来，受气候影响，鼻炎
又发了，常出现鼻塞、头痛、流脓
涕、打喷嚏等，而且……侧鼻孔整
天都不能通气， 晚上不能正常入

睡，整天头昏脑胀，经常在工作中
出差错，尤其是在生意谈判桌上常
常喷嚏连连，在合作伙伴面前大失
风度。 有一天，在长沙市某单位工
作的姐姐回家探望，发现张先生的
苦恼，第二天就带他来到长沙方泰
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就诊。 唐主任
为其做了鼻腔内窥镜检查，诊断为
过敏性鼻炎并发副鼻窦炎，伴有鼻
息肉， 鼻腔几乎被息肉塞满了，须
尽快治疗，否则由于息肉的长期堵
塞，可能使嗅觉逐步丧失。 唐主任
根据他体质状况，制定了一整套治
疗方案，在内窥镜明视下，结合等
离子低温消融术，针对病源组织实
施功能性治疗，整个治疗过程只有
十几分钟，便解决了他十几年的鼻
病困扰。

张先生离开医院时， 无限感激
的对唐主任说：“说实话， 我当初并
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是你们
挽救了我的鼻子。 ” ■张琳

鼻炎沉疴无须用药
方泰微创技高一筹鼻炎伤害儿童智力 必须警惕 !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广济桥旁）长沙方泰医院 网 址：www.ftebh.com� � � 健康热线：0731-85367112� �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
特邀著名耳鼻喉专家唐主任率上海专家组来长沙免费普查活动

� � � � 长沙方泰医院在省内率先引进目前世界领先的美国等离子鼻、咽炎治疗系
统、德国 STORZ 鼻窦内窥镜治疗系统和内窥镜数字图像显示系统。该系统三维
定位技术上通过低温消融术对病灶准确测温定量释放等离子能量，使病变组织
黏膜自行蛋白凝固、脱落，一次性治疗各种急慢性、肥厚性、单纯性、过敏性鼻
炎、鼻窦炎、鼻息肉、咽炎、扁桃体肥大、鼾症（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等。
该技术治疗时间短、无痛苦、不开刀、不住院、不影响工作、学习，真正达到标本
兼治的目的。

庆“国庆” 公益普查活动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午，由
省政协办公厅、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
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书画
作品展”在省画院开幕。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周铁
农、省政协主席胡彪等出席开幕式。

作为辛亥革命重要发源地，湖
南在辛亥革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先后涌现出以黄兴、蔡锷、宋
教仁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本
次展出的180多幅书法美术作品，均
由全国各地优秀艺术家精心创作。
本次书画展将持续到9月30日。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谢星星

纪念“辛亥百年”
书画展开展

相关新闻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午，湖南
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长沙
隆重举行，回顾辛亥革命百年沧桑，缅
怀革命先驱丰功伟绩， 展望未来发展
美好前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主席胡彪主持。

省领导和老同志梅克保、熊清泉、
刘夫生、杨泰波、路建平、郭开朗、肖雅
瑜、石玉珍、王汀明、刘晓、谭仲池、龚
建明、武吉海、王晓琴、张中湘、文选
德、阳忠恕、蔡自兴、李贻衡出席。

周铁农说， 辛亥革命沉重打击和
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打开了
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 揭开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序幕。 辛亥革命伟大的
历史功绩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值得后
人永远铭记。

周铁农说，100年来，中国的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辛亥革命先
驱们所追求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我
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要更加深
刻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身上汲取
智慧和力量， 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
神； 要注重以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为交
流平台，增进海内外交流，努力推动祖
国统一进程。

周强说，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
命， 是20世纪中国经历的第一次历
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
运而奋起抗争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孙
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中
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革命思
想和斗争实践，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湖南是辛亥革命
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心忧天下、敢为
人先的湖南人始终站在革命前列，涌

现出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一大批民
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湖南无
数志士仁人为辛亥革命立下的不朽功
勋和所表现的崇高精神，是湖南的无上
荣光和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
纪念。

周强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
际， 我们更加迫切地期望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当前，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
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格局正在逐步形
成。湘台两地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在经
贸、文化、教育、旅游、科技、体育、卫生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全面展开，成效显著。湖
南将更好地发挥对台工作优势， 着力推
动湘台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为推动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
极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 民革湖南省委主委
刘晓，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张值恒，辛亥
革命先烈后裔代表黄伟民在会上发言。

■记者 陈亚静 沙兆华 胡抒雯

我省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本报9月27日讯 昨日，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对“三问”活动收集的“推
进我省社会信用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加强
领导班子建设”两条建议，作出了重要批示，
要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并采取有
效措施。

记者从活动办公室获悉，自我省“迎接党
代会，迈向新征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以下简称“三问”）活动开展以来，相关部
门和群众积极为建设“四个湖南”出谋划策。省
人大财经委、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提交了
《进一步推动我省社会信用建设的建议》，针对
湖南省社会信用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 建议：
加大政府推进力度，将公民信息管理局、企业
信息管理局和经济研究信息中心的信息交换
平台三者合并；强化信息归集，推动信息共享。
各部门必须依法向社会公开信息，向信息归集
部门报送信息。鼓励使用信息交换平台，拓宽
共享途径和范围；培育信息中介机构，规范信
用中介市场。

昨日， 周强在活动专报第6期对此建议作
出批示：“《建议》针对性很强。社会信用建设是
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础。 请长沙中心支
行、省经信委、工商局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进一步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此外，党务工作者短信建议“坚持党要管
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建议指出，现在党不
管党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存在，
党委要以主要精力抓好党的建设。要加强领导
班子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思想作风建设等。

周强对此作出批示：“曾恒祥和王孝忠同
志的建议，对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请省委组织
部认真研究。” ■记者 胡抒雯

周强对“三问”建议
作重要批示

9月27日，湖南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