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今天从南岳区
获悉，南岳第一个带有人工湖的多功能综
合性公园———“金月湖”(暂定名)招标工作
正式启动。据悉，“金月湖”公园建成后除

能满足游客及南岳市民休闲、游玩、娱乐
外，还可为芷观溪和兴隆水库的泄洪提供
通道。 ■记者徐德荣

通讯员李孟翔邓灵杰刘芳

本报11月22日讯 本报昨日报道了农
民工自发筹办我省首届农民工春晚的消息，
本报新闻热线便接到了很多热心读者的电
话，有报名参加表演的，也有想来当义工的。
对此， 首届农民工春晚发起人朱良成也表
示，消息发布才一天，他们就已经接到了一
百多人的报名电话。

保安队长想上农民工春晚
长沙河西北京御园小区43岁的保安队

长符强第一个向本报打来电话报名，他称自

己唱歌、书法都很棒，想参加农民工春晚，甚
至愿尽自己绵薄之力赞助晚会。

记者昨日下午在北京御园小区建筑工
地的临时工棚见到了符强。 符强说自己来
自益阳桃江， 在长沙打工已经4年多了。在
他的卧室， 记者看到墙壁上挂满了他的书
法作品。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写字，初中毕
业后到部队当兵，书法比赛在部队获过奖，
目前已被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除了书法，我还爱好唱歌，大家都说我
唱得好，歌厅老板都认识我了。”符强告诉记

者， 自己曾经参加当地县里组织的歌唱比
赛，拿过一等奖。

身怀两门才艺， 家人会不会支持他的
爱好呢？采访中，符强的妹妹告诉记者，家
人都一直支持他去星光大道， 他自己也想
去表现下， 这次的农民工春晚他们认为是
个机会。

已接到全国各地百余人报名
据朱良成介绍，经初步统计，目前报名

参加我省首届农民工春晚的已经达到100

多人，报名人员只湖南人居多，此外还有来
自四川、河北、北京、深圳等地的，外省农民
工兄弟，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目前报名的大多是想唱歌，其中还有
几位是原创歌曲。 看到农民工兄弟这么踊
跃报名，我们真的很兴奋，我们把所有报名
的资料都做了精心的记录。”

朱良成表示，到时会提前通知报名者再
进行节目海选。

■记者 何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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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细胞刀高新技术不但
在帕金森病治疗领域有建树，在治疗
三叉神经痛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心
专家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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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
院曾经治疗过一位因误诊而拔掉右
侧全部牙齿的患者。 后来到武警湖南
省总队医院就诊，经专家确诊后才知
道自己得的根本不是什么牙病，而是

三叉神经痛。 经过常规检查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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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了折
磨那位患者多年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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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新增 10万例帕金森病
专家建议：治疗帕金森、三叉神经痛，选择“细胞刀”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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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
术刀，它是一种先进的治疗手段，在运
用精密的计算机系统对患者病灶进行
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射频电凝加热
技术一次毁损患者病灶细胞群，使患者
在完全清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减轻症
状。 这种先进的帕金森病治疗方法，创
口小、出血少、安全性高。作为国内率先
从美国引进“细胞刀”高新技术的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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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1 年 3
月至今， 已先后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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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唐敏

相关链接：

本报讯 在今年的
“世界帕金森病日”
上，中华医学会神经
病学分会披露，中国
内地每年有 10 万人
被确诊患上帕金森
病。目前全国帕金森
病患者约有 200�万，
已占到全球患者总
人数的一半。随着城
市老龄化的到来，中
国帕金森病患病人
数呈迅速上升趋势，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中，大约有 1.7%的人
患有此病，防治形势
极为严峻。 鉴于此，
记者昨日走访了位
于河西溁湾镇的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细胞刀医疗中心，请
专家来解读被称为
“沉默的杀手” 的帕
金森病的预防与治
疗知识。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病变
性疾病，患者会出现动作缓慢、手脚或
身体的其它部分震颤、 身体失去柔软
性、肌肉僵硬以及生活难以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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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王

阿里、 数学家陈景润以及巴金等知名
人士晚年都受到过该病的困扰。

据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专家介
绍，由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年龄因
素及长期精神压力等， 都可能导致帕
金森病症状的出现。 近年来，该病发病
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 在门诊经常能
见到四五十岁的帕金森病患者， 这些

患者往往生活压力比较大， 自我要求
也高，患病以后比老年患者更加痛苦。
因此，专家强调：对于帕金森病，尽早
识别是防治该病的重要前提， 虽然帕
金森病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但是
并不可怕，只要及时发现、系统治疗，
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症状， 还可延缓疾
病进程。

在采访中， 该院细胞刀医疗中
心专家为我们讲述了一位 65 岁的
女性患者通过细胞刀手术告别帕金
森病痛的真实案例， 患者 5 年前就
被诊断为帕金森病， 开始时双手发
抖，靠吃药来控制。 但近年来病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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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一
直不愿意手术治疗。 经家人反复做
工作，患者终于接受手术，通过核磁
共振定位， 精确找到导致患者手颤
的异常神经， 并在其头顶颅骨左侧

打了一个细微的小洞， 然后在定向
仪系统引导下， 将一根直径为 2 毫
米的治疗针插入脑内，通入电流，利
用射频物理高温摧毁异常神经。 术
后，患者颤抖的双手恢复了正常，腿
脚也变得灵活， 五年的顽疾转眼获
得改善。

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立竿见影，5年病痛一朝解除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获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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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细胞刀”？

11月22日早上，湘潭市雨湖区护潭乡
永红村，45岁的邹高仲开着三轮车送3个
孩子去上学。由于路况差，再加上开车操作
不当， 在经过一丁字路口时，4人连人带车
栽入水渠。邹高仲与二女儿不幸溺亡，另两
孩子获救。

邹高仲是新化人， 生前在湘潭九华
纸厂打工， 与妻子胡友桃来湘潭已有十
多年。几个月前，邹家买了台小型电动三
轮车， 夫妇俩的孩子都在湘潭九华吉利
学校读书， 有时邹高仲就用它来送孩子
上学。

邹高仲一家平时就住在护潭乡永红
村的一片简易房里。离他们住处一百米开
外，有条二级灌溉水渠。渠岸与村里的水
泥路垂直相交，有个丁字路口是邹高仲一
家出入的必经之地。 丁字路口有个小坡，
已被过往车辆压坏。

11月22日早上7时许， 邹高仲开着三
轮车像住常一样送孩子们去学校，胡友桃

的堂兄胡青松说， 当行驶到那段小坡时，
邹高仲加速冲上了渠岸，在丁字路口转弯
时，4�人连人带车掉进水渠。

水渠宽约4米，最深处约3米，渠底还
有1米多深的淤泥。其中一人掉到水边，其
余3人全部落入渠中。意外发生后，有人大
声呼救。附近一张姓村民见状，衣服都来
不及脱，就跳进水里。

接警后，护潭派出所和雨湖消防大队
迅速赶来，与群众一道，将其中两个孩子
救起， 并立即送往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
邹高仲与其二女儿仍不见踪影，消防人员
在渠水和淤泥中一遍遍地搜寻，最终将两
人找到，均未能生还。

另据记者了解，两个送往医院的孩子
经抢救后恢复了神智。

事发后，当地群众呼吁，希望有关部
门能尽快改善出事路段的路况，并设置警
示标志，以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朱亚军

消息发布才一日，已接到全国各地百余人报名

保安队长头一个报名要上“春晚”

送学路上掉井水渠，父女双双溺亡
出事时车上有4�人，警民联手救援，两孩子得救

本报11月22日讯 在湘潭县分水
乡，至今还保留着一处文革时期的“毛泽
东思想学习班”旧址，当年的学习标语大
多完好。 当地人希望能将这老屋修缮，连
同这些学习标语一同保护好。

这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旧址位于
湘潭县分水乡白沙村。房屋的主人名叫陈
天明，57岁， 现任白沙村村主任。20日上
午，记者看到，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屋，
共有房子十余间，总面积大约有七八百平
方米。所有的门洞、门槛、窗框、台阶和柱
子等，用的全是麻石。

堂屋大门的正上方，是用硕大的黄色
字体横着书写的“珍珠大队廖家生产队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再上端，还有两条竖写
的标语，“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左
侧厢房的石门两侧，则写着“提高警惕，保
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
寨”、“要斗私批修”。这一条条标语，让人
能感受到当年浓烈的时代气息。

据陈天明介绍， 这房子是清朝当地一
廖姓人家建造的，后来转卖了三四次，被陈
天明的曾祖父买下，传到了他这一辈，距今
至少150年。■记者刘晓波通讯员赵小祥

150年的老屋里有个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南岳拟建人工湖公园

湘潭县分水乡白沙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旧址。它开办于文革时期，当年的标语
至今保存完好。 记者 刘晓波 摄

《我省首届农民工春晚招演员啦》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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