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8日讯 4年，35条违
法信息。 湖南高速交警今天通过微

博提醒湘B71186牌号车主吴
某， 赶紧到株洲车管所办理
注销手续以及被套牌的违法
处理。 湖南高速交警称，湘
B71186曾被多台小车非法
套牌使用，2008年至今，其
违法记录已达35条。该车在
交警内网已被列入强制注
销的黑名单，司机朋友若发
现此车请立即报警。
■记者李永亮通讯员若般

湘B71186，赶紧去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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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岁的小晔（化名）家住长沙黄花
镇，是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 原本正是最活
泼、学习能力最强的年纪，小晔却每天感到
头痛，食欲欠佳，注意力不集中。“那段时间
他的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几乎到了‘失忆’
的程度，上课学过的东西转眼就忘，经常手
里拿着东西找东西， 也不知道病因在哪里，
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小晔的父母回
忆道。 几经辗转，小晔的病才在长沙方泰医
院耳鼻喉诊疗中心专家确诊并根治， 原来，
他患上的“失忆症”竟是鼻窦炎在作怪。

18分钟，搞掂鼻窦炎

据了解，1 年前的一次感冒之后， 小晔
就开始发现自己的鼻子不通，被医生诊断为
鼻窦炎，父母带着小晔到处求医，先后接受
了药物、微波等治疗，但这些方法都只能在
短时间内对鼻窦炎起到一定程度保守治疗
其症状作用，过了二三个月，鼻窦炎又犯了。
家人没想到，这久治不愈的鼻窦炎随后竟然
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日前，听邻居介绍，父母带着小晔专程
来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经鼻窦
内窥镜检查，除鼻窦炎外，小晔还被查出患
有较严重的腺样体肥大。

“这样的手术在我们医院就是一个常
见的微创治疗而已，不必担心。 ”看到小晔
父母紧张的神情， 耳鼻喉诊疗中心唐主任
宽慰道。

在局麻之后，唐主任通过鼻窦内窥镜下
为小晔用“等离子刀”消融了下鼻甲增生粘
膜，做了上颌窦扩大，同时切除了腺样体，轻
松地解决了小晔的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两
个问题，术后唐主任在手术处填塞了膨胀海
棉材料，不痛，不肿，看不出任何的痕迹。 小
晔的父母惊讶道：“没想到，困扰了一家人 1
年的难题，在您这仅 18 分钟就解决了，真的
很神奇！ ”

17年的老病号也说“很神奇”！

与小晔一样，长沙市岳麓区的张先生受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困扰已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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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先生来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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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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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奇的效果，是你们挽救了我的鼻子。 ”

笔者了解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
中心如此好的治疗效果，源自其率先引进的
世界先进的美国 DNR 等离子治疗系统，以
及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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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这一项微创技术，是目前治疗慢
性鼻窦炎和鼻息肉的首选方法。自从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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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鼻咽炎医保患者：

目前，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正
向社会征集医保鼻咽炎患者。凡持有长沙市
医保参保人员和六区城镇居民医保人员需
要鼻咽炎微创手术患者； 有过敏性鼻炎、鼻
窦炎、鼻息肉、流鼻血、鼻塞、打喷嚏、鼻腔干
痒、嗅觉减退或失灵、头痛、头晕、头昏。 咽
炎、扁桃体炎、咽喉疼痛、咽部异物感、干燥
灼热、刺激性咳嗽等手术复发者市民均可拨
打热线电话 0731-85367112 咨询，或登陆网
络：www.ftebh.com 向专家咨询， 也可直接
前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方泰医院 （广济
桥旁）耳鼻喉诊疗中心咨询就诊。 该院节假
日不休息。 ■文 /�周新

八龄童“失忆”，原是鼻炎作怪
世界先进 DNR 等离子鼻炎治疗系统长沙征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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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路上爆胎
一家五口4伤1死
夏天来了，爆胎事故频发，该留神你的轮胎了

二手车改里程表成“潜规则”
支招：最好求助专业“验车员”

本报5月8日讯 “眼瞅着这天
气一天比一天热， 高速行车防中暑
知识是极好的，简明扼要配图到位，
想你定会真真儿喜欢， 私心若是你
来转，一面省我求人之苦，况你身子
又弱， 这般强筋韧骨， 必是极好的
……虽会耽误尔等稍稍时间， 倒也
不负恩泽。”今天上午，湖南高速警
察官方微博使用流行的“甄嬛体”为
广大网友提供夏天高速行车防中暑
知识，立马被网友广为转载，有博友
乐呵：“确是极好的，不负恩泽，本宫
转了。”

这已非湖南高速警察微博首次
使用流行体，此前，咆哮体、忧伤体、
绵羊体等潮语被多次运用， 网友亲
切称其为“最萌最幽默的警察蜀
黍”。 今天下午，“湖南高速警察”微
博的“粉丝”突破百万。

高速警察爱上“甄嬛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大
雾天气里我就停在你面前， 你却看
不见我，湖南高速交警再次出手，整
理出行防雾宝典，借您一双慧眼，穿
越三世迷离，相伴温暖前行，实用性
远超巴黎欧莱雅，您更值得拥有！

●白娘子心急如焚寻许仙的路
上，很多人“被”学会了看海。只是车
没来得及学会游泳， 湖南高速警察
急您所急，推出了涉水行车宝典，有
需要的盆友可以评论留邮箱， 我们
将寄送源文件哦！

■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陈颖

幽默连线

省交警总队交管处张超处长介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爆胎，原因主要有以下6种：胎压不稳、胎温过高、轮胎安装
不牢、超载、超速、使用过度磨损轮胎和翻新胎。“从比例上来说，由于超速引起的爆胎事故最为频繁。”

在避免使用劣质轮胎的情况下，驾驶员该如何避免爆胎事故的发生呢？
“首先，要对车胎做定期保养和检查，尤其是在跑长途高速前。其次，控制车速，一项公认的统计数据显示，当

车辆行驶速度达到每小时140公里的时候，如果车辆遭遇爆胎事故，死亡率为90%。而当速度达到每小时160公里
的时候，死亡率为100%。最后，系好安全带。”张超说。

夏季是爆胎事故的高发季节，省交警总队提醒各位驾驶员，将爱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轮胎遭受暴晒。
此外，切记对轮胎不可直接冲水冷却，这样容易使轮胎挤压变形加速轮胎报废。

提醒

轮胎要定期保养，别用冷水直接冲

4月30日， 长沙万先生在中南汽
车世界二手车市场看中了一辆灰色
五菱之光面包车。

“车上的里程表显示是2.2万多
公里， 外表看上去很新。”5月1日，
万先生和卖方湖南中南二工置业有
限公司签订了购车合同。 付清车款
后，万先生将车开回了家。第二天，
万先生才收到车辆的相关资料，保

修卡上详细记录着， 该车已经行驶
了6.3万公里。但湖南中南二工置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先生声称对此毫
不知情。

“万先生肯定是买到了调过里程
表的二手车。” 王师傅从事汽修行业
已经十余年时间，深谙行业内幕。

“其实， 现在二手车都会改里程
数，卖家信誉好的就会改少点，信誉

差的就说不定。” 王师
傅说，行车里程数对于
二手车辆价值的估
算具有很大参考性，
在利益的驱使下，
大部分商家都会
选择把里程数调
低。

■记者 陈昂

选购二手车最好求助于专业的“验车员”。“一定要查勘车辆与行驶证上的牌照、车型及发动机
号、车架号是否一致。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都不要购买。”王师傅介绍，分辨二手车新旧，可以先
看车辆底盘，观察有无伤痕或磨损，也可以打开引擎盖，看看发动机等零件的新旧程度，根据这些情况
可以大体推测出车辆的使用年限。“买二手车一定要试驾。”王先生再三叮嘱，尽可能频繁地转换车速，
察看在加速与减速时车辆的反应。“假如车速一高车身与方向盘就抖动，请不要购买。”

支招

如何鉴别二手车
公告栏

趁着晴朗天气，一家五口开车外
出探亲，却不料发生爆胎事故：1人死
亡，4人不同程度受伤。伤者中还有一
名2岁半的儿童。 这是5月5日下午发
生在株洲市茶陵县的一起车祸惨剧。

夏季是爆胎事故的高发季节，驾驶员
们，该留神你的轮胎了。

27岁的沈龙武是当事驾驶员。5月
5日下午2点， 他借朋友的车， 载着女
儿、哥哥、姐姐、姐夫一共5人到县城探

亲。 行驶过程中， 车辆右前轮突然爆
胎，疾行中的车辆一时失去控制，迎面
撞断了路边的电线杆。车祸中，沈龙武
的姐夫当场遇难，余下4人不同程度受
伤。 ■记者 龚化 蔡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