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撤 销 收 费 站
后， 大量车辆集中
改走莲易高等级公
路。 该路上到处可
见坑洞， 维修施工
极为平常。

记者 李永亮 摄

3月27日上午，
醴陵汽车零部件及
汽车用品产业园的
开口处，一辆小车突
然冲出，正常行驶的
一辆黑色小车急打
方向盘，被逼到另半
幅路面。

记者李永亮摄

记者观察发现， 莲易高等级公路沿线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路段：一
是芦淞区姚家坝乡附近路段，此处坑洞、开口均较多；二是醴陵汽车零部件及汽车
用品产业园附近路段，此处有几处开口，其中一处为斜坡；三是醴陵东富乡附近路
段，此处坑洞、开口较多。广大驾驶员在行经这几处地段时要提高注意力，谨防开
口处车辆冲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省人大代表、醴陵市市长蔡周良认为，莲易高等级公路原设计等级低，路面窄，
已不堪重负，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已成为湘赣两省突出的交通瓶颈。他建议，
尽快启动莲易高等级公路改造提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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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我国
帕金森病患病率逐年攀升，数据显示，中国
内地帕金森患病人数以每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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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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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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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有关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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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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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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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熊铁龙主任指出：像张先生这样的年轻
患者发病多为遗传因素， 由于患者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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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能
利用精密计算机系统，对患者发病的异常神经
进行精确定位，再通过射频物理高温电凝加热

技术一次毁损患者异常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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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帕金森病细胞
刀协作单位，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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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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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佳 通讯员 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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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帕金森病每年以 10 万例在递增，防治严峻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专家提醒：手脚颤抖不听指挥，当心患上帕金森病

抑郁比疾病本身更影响生活质量

相
关
链
接：

尽快启动改造提质项目

这三个地点最易出事

私开200余路口
莲易公路“埋雷”
车流量远超负荷，事故频发 提醒司机：千万注意三大危险地点

本报3月27日讯 “到处是坑、口子，
生怕出事。” 莲易高等级公路东起湘赣交
界莲花冲，西至湘潭易家湾，于1995年建
成通车， 是我省最早的一条高等级公路，
也是我省特别是株洲地区横贯东西、纵贯
南北的必经之路，为湖南对外联系的主要
通道之一。 但最近记者接到多名司机反
映，该道路路况堪忧，事故频发，存在着严
重的安全隐患。

【外忧】 私开了200多个“口”
26日、27日， 记者连续两天驱车实地

走访，从株洲红旗广场转入莲易高等级公
路。记者注意到，莲易高等级公路沿线私
自开口现象较为普遍，大量渗塑网、波形
梁遭毁， 不少车辆从开口处驶入公路。这
些开口设置极不合理， 司机视线被挡严
重。在通往醴陵汽车零部件及汽车用品产
业园的开口处，两辆小车突然冲出，正常
行驶的一辆黑色小车急打方向盘，被逼到
另半幅路面，才避免了一起事故的发生。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沿线企业私自开
口现象极为普遍。 在1127公里处的开口
处，就竖起一块前往芦淞区姚家坝乡政府
的路牌。

“主要是沿线村民为了方便出行，也有
一些企业为了办厂需要私自开设。”莲易高
速公路管理处路政一中队队长殷璐介绍。
对于私自在路上开口的安全隐患， 沿线村
民并不是不知情，但他们更在乎眼前利益。
“确实有点不安全， 但为了有个好出路，多
来点客人，也顾不得那多。”姚家坝乡一位
经营农家乐的罗姓老板如是说道。

2009年5月， 省政府下文取消二级公
路收费站，莲易高等级公路醴陵市至株洲
白关48公里实行免费通行，红旗路、醴陵、
莲花冲三个收费站取消后，大家都认为这

不是封闭公路了， 就开始在路上开口。莲
易高等级公路限速80公里／小时，过往车
辆速度并未因撤销收费站、 私自开口减
速，由此路上隐患重重。

据介绍，目前莲易高等级公路沿线随
意开口达200余处， 尽管公路管理部门采
取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围挡等措施，事
故依然频发。不久前，在该道路姚家坝竹
山村路段，一辆客车就因避让斜冲出来的
摩托车， 与对面而来的小货车猛烈相撞，
致一死多伤。对于上述现象，莲易高等级
公路管理处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遏制，但因
涉及面广，工作复杂，效果并不明显。

【内患】 车流量超出了2.7倍
“路上坑坑洼洼， 总是看到在修路。”

刘先生家住醴陵， 但在株洲市区上班，因
此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对于莲易高等级
公路的路况，他调侃道：“这是一条永远也
修不完的路。”

记者看到， 莲易高等级公路频现坑
洞，一些坑洞较大的地方正被围挡起来修
补施工。一名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总是这
里修好了，那边又要去补。”

株洲醴陵、攸县煤矿资源丰富，莲易
高等级公路作为株洲南四县通往外界的
主要通道，承担了繁重的运输任务。记者
在该路上看到， 大量运煤车呼啸而过，路
面激起猛烈的震动。“超载几十吨是常有
的事。”殷璐说，正是这些严重超载的货车
导致了道路使用寿命的减少。

2009年5月撤销收费站后， 原来经老
320国道或醴潭高速通往株洲南四县的驾
驶员集中改走莲易高等级公路，导致该路
车流量逐年递增。目前，莲易高等级公路
的实际交通流量为设计流量的2.7倍。

■记者 李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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