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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痔九不医小心痔疮成大患
民间有“十痔九不医”的说法，那是指绝

大多数痔疮患者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痔
疮人人都有，治不治无所谓。 专家提醒：没有
症状的痔疮可以不治疗， 但如果有了症状，
如便血、疼痛或脱出来，则应及时治疗，否则
会危害健康。
怎样知道自己得了痔疮

肛肠病专家介绍，判断自己是否得了痔疮
不难。 如果您在大便时经常出血，感觉有东西
脱出， 或肛门内有坠胀疼痛、 分泌物增多，喷
血、滴血等症状，这样就可能是得了痔疮。 但很
多人认为，痔疮不是病，也有人怕痛不愿意去
治疗，或者工作忙、没时间，一拖再拖，那就会
产生痔疮病变。 专家提醒：痔疮不能忽视，要早
发现早治疗，以免耽误最佳时机。
痔疮有哪些危害

研究表明 ： 痔疮是肛部静脉丛瘀血扩张
而形成的静脉血管团。 痔疮分内外痔、混合痔
与之同时伴发的还有便秘、肛裂、肛脱、直肠息
肉等，常见的症状为疼痛、便血、滴血解便困
难、解便时肛门疼痛、肛门瘙痒有肿胀物的瘤
状物等，治疗不当或久治不愈，会反复加重，不
仅疼痛钻心，大量失血而导致贫血，而且脱肛、
便秘、大便失禁引发肛瘘、直肠息肉及直肠癌，
危及生命。
痔疮久拖危害大

千万不能小视痔疮，痔疮久拖不治将会产
生一系列继发性危害。 首先，痔疮长期便血，滴
血、以及严重的喷血、体弱无力、虚脱困倦等症

状；其次，便秘、大便燥结，易于挤伤痔核以致
便血 ，患者大便时很痛苦，若强忍不便会严重
干扰肛肠的生理功能；再者，便血和便秘的恶
性循环，易使人厌食，造成脾胃功能的失常及
营养不良 ，导致肛裂 、肛瘘、肛门及直肠等病
变发生；另外，因分泌物增多溢于肛门外，不仅
污染衣物，还易引起疼痛、瘙痒,对于女性患者,
会引发出一些妇科疾病，如阴道炎、盆腔炎等；
更有痔疮长期拖延不治者， 直接导致病情恶
化，甚至诱发癌变的悲剧！
美国 PPH三步疗法

以前有些痔疮患者不上医院治疗主要是担
心术后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确实，传统手术治疗
痔疮隐患多，它采取纵切方式，由里到外，一般是
多哪块切哪块，但过一段时间未切除的又会长出

来。 另外还有可能引起轻度失禁、漏气、漏粪等后
遗症，术后还会伴有便血、疼痛，3至 4周的愈合
时间，且易反复发作。 正是这些缺点让患者对治
愈自己的病患失去信心。 目前本院开展的美国
PPH术，采用的是“下病上治”的治疗方式，清除
痔疮，三步到位：

第一步，将 PPH吻合器伸入到直肠与肛管
的交界线方约 4厘米处的无痛区进行治疗。

第二步，PPH 吻合器在部分内痔及痔上粘
膜、粘膜下层组织环形切除约 3 至 4cm，同时
吻合瞬间完成，阻断痔供应血管流血，同时将
滑脱的组织向上悬吊固定。

第三步，切断痔的血管供应，内痔外痔自
动萎缩，从而消除了痔疮发生的根源，避免了
痔的再发，达到治疗目的。

HCPT无痛技术简介
长沙方泰医院肛肠治疗中心，邀请多名肛

肠病专家，组成强大的医疗阵容，率先引进美
国全电脑肛肠治疗仪及直肠检测设备：能准确
诊断各种肛肠疾病， 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选
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对内痔、外痔、混合痔、脱
肛、肛裂、肛周脓肿、肛乳头肥大、肛乳头瘤、高
低位瘘管、直肠息肉、肛门湿疣等肛肠疾病能
在数分钟内让它自动干枯、脱落，无论病情轻
重均可一次性治愈，该技术具有不开刀，不住
院，不复发，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等特点。

由于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赢得了广大患
者的一致好评。 为了进一步使该技术发扬光
大，在长沙市卫生局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本院
怀着“诚信第一、健康第一、以病人为中心”的
宗旨， 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更好的诊疗及就医
环境，把本院打造成老百姓看得起病，放心看
病的百姓医院。（节假日不休）。

治痔疮 找方泰一“痔”了之
●痔疮的概念：医学所指痔疮包括内痔,外痔,混合痔,是肛门直肠底部及肛门粘膜的静脉丛发生曲张而形成的一个或多个柔软的静脉团的一种慢性疾病。
●痔疮的症状：痔疮最主要的症状是便血和脱出，大便时反复多次的出血，会使体内丢失大量的铁，引起缺铁性贫血。
●痔疮的危害：有痔疮不治疗,很容易造成肛周脓肿或者肛瘘的情况,那样就增加了治愈难度.长期便血则可引起贫血、头晕、目眩、气喘、心悸、乏力等各种慢性疾病。

2日 -29日特邀肛肠病专家来院免费普查会诊

医保定点单位(由男女专家亲诊)

88611120健康热线：0731-

地 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号方泰医院（广济桥旁）

方 泰 医 院 肛 肠 科

活动期间：检查费全免、治疗费优惠 20%

注：医保患者最高个人自付 15%
网址：www.hngc120.com

活动时间：2 月 2 日———2 月 29 日

本报2月15日讯 本报连续关注的湘潭
市红旗农场原包装厂后山违法建起8栋别墅
一事，已引起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的关注。
2月14日下午， 陈三新在现场察看时明确要
求，将这8栋违法别墅依法拆除。

2月14日下午， 陈三新对该市城管运行
状况进行调研。在经过离违建别墅群不远的
宝塔北路时， 陈三新特意下车察看。 陈三新
表示，宝塔公园规划范围内的违法建筑侵占
的是公共绿地，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要通过
正当的执法来拆除，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众
的权益。 他表示， 将加大公共设施建设的投
入，对于宝塔公园这样的“城市绿心”，将尽
早启动建设，真正建成公共绿地，建成公众

的休闲娱乐场所。
2008年3月20日， 湘潭市红旗农场与唐

俊签订合同，将该农场原包装厂后山的一块
20亩荒地（属拟建的湘潭宝塔公园严格控制
的红线范围）租给唐俊，租期48年。然而，在
没有进行规划审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情况下，康建红、齐加亮、唐俊等8
户人家在此陆续建起了8栋别墅， 共占地
16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60平方米。今年
1月11日， 岳塘区城管局举行听证会， 下达
《限期拆除告知书》， 责令8户业主于1月27日
前自行拆除各自私建的别墅。然而，记者不久
前探访发现，这8栋别墅仍岿然不动。

■记者 刘晓波

■记者 刘晓波

湘潭公交“一站三名”的乱象曝光后
（详见本报2月12日07版），湘潭市交通局
已要求相应的公交公司将双拥广场公交
站的站牌名统一。不过，记者发现，其他
地方仍未规范。说到商业冠名公交站点，
该市某部门一相关负责人称“这是潜规
则，不能说”。

探访：仅一处站牌统一名字
2月13日，记者再次来到湘潭市双拥

北路与河东大道交会处的西侧， 发现这
里的116路、107路公交站牌已贴上新的
招贴，原来的站名“丝绸广场”、“建鑫广
场”已统一为“双拥广场”，与24路的站牌
名一致。对面的站牌名也被统一为“双拥
广场”。

不过， 在116路和107路全线的其他
站牌上，并没有将“丝绸广场”、“建鑫广
场”统一为“双拥广场”。109路等公交车
车身贴的线路图上标的还是“丝绸广场”
或“丝绸路口”，并未更改。“要改就统一
改过来呗！不要有的改，有的不改，更加
搞砣不清。”湘潭市民陈先生说。

内情：商业冠名是潜规则，不能说
此前， 记者曾以湘潭某房地产公司

策划人员的身份， 联系了该市某公交广

告公司， 表示想以公司和楼盘的名称冠
名公交站点。对方报价是“一条线路一年
1万元”，但“比较麻烦，要经交通管理部
门和地名委员会批”。

13日下午， 湘潭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一文姓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建
公交站台、候车亭，政府没拿一分钱，“企
业花钱命个名，未尝不可，没多大问题，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地默认。”

“当然，太混乱了也不行……你要搞
商业冠名，可以帮你搞，但这是潜规则，
不能说。”当记者问及湘潭全市有多少个
公交站点是商业冠名的， 他表示“没掌
握”。

交通局长：我们没批过商业冠名
湘潭市交通局局长章礼华介绍，该

市公交行业以前归湘潭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公用事业局）管，2010年8月15日
才移交给市交通局接管。

章礼华说， 湘潭现在8家公交公司，
都是根据自己的线路设置站牌。 通过兼
并、 收购，8家公交公司将整合为一到两
家， 将优化公交线路， 争取在2012年完
成。对于“一站多名”，章礼华说，“公交整
合到位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小问题，
可迎刃而解。”至于企业花钱冠名公交站
点， 他称，“至少在我们接管公交行业以
来，我们没批过，也不缺这点钱。”

2月13日，湘潭街头，109路公交车车身上的线路图上标的还是“丝绸广场”、“丝绸路口”。 图/网友 吉辰

“嘘！这是潜规则，不能说”
湘潭“糊涂站名”仅改一处 交通局长：我们没批过商业冠名

《湘潭公交站取名乱成一锅粥》后续

【厦门】 曾现12字“最牛”公交站名
“塘边颈腰痛医院（光亮医院）站”，这个拥有12字的公交站名，曾出现在厦

门的公交站牌上，被戏称为“最牛公交站名”。媒体披露后，厦门市宣布对该市所
有公交站点一律取消商业化冠名，为原有77个冠名混乱的站点重新取名。

湘潭市委书记：违建别墅群必须拆
《湘潭城市“绿心”建起8栋豪华别墅》后续

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