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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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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夏以来，受气候影响，空气

不流通，螨虫、花粉、粉尘等过敏原

刺激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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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暑假以来，长沙方泰医院

耳鼻喉中心热线电话每天都响个

不停，学生家长关注度最高。 专家

门诊中，鼻炎、鼻窦炎青少年患者

接踵而至， 治疗室更是“人满为

患”。据了解，这些学生患者大多平

日受尽了鼻炎的折磨，却因为忙于

学业无暇治疗。 趁着放暑假，他们

决定要将鼻炎一次拿下。

暑假补“健康课”更重要

18岁的陈亮就要上高三了，虽

然他年纪不大，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

“老鼻炎”。 一直以来， 因为学业紧

张，都是靠吃药来缓解症状。最近他

的鼻炎越来越严重，鼻塞、流鼻涕不

说，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记忆力更

是明显的下降了。 小陈的父母原本

打算放假后给他报几个补习班，但

由于鼻炎严重，没办法正常的学习，

就暂时放弃了暑假补习。 父母陪同

他到方泰医院治疗，给鼻子补“健康

课”，以便获得更好的学习效率。

像陈亮同学这种情况临床上

并不少见，家长们或许认为这不过

是小毛病，吃个药就可以了事。 专

家提醒家长， 鼻炎如不及时治疗，

容易出现鼻窦炎、鼻息肉、中耳炎

等并发症，不但会使孩子的记忆力

下降，学习成绩退步，甚至还会给

小孩以后的生长发育埋下隐患。

三类原因可引发学生鼻炎

学生患上鼻炎的原因归纳

为三个方面。 专家介绍。 一是普

遍原因， 感冒未进行彻底治疗，

延期不愈导致鼻炎；再就是生活

环境上，空气不流通，螨虫、粉尘

等过敏源刺激引起；三是具有典

型性， 学生升学和就业的压力，

认为鼻炎是小事， 没有及时治

疗，导致鼻炎加重，最终发展为

鼻窦炎甚至鼻息肉。

微创技术最受学生欢迎

暑假期间，青少年已经没有学

习的负担及压力，是治疗鼻炎的最

好时机；另外，不少大学生不想把

鼻炎带入校园，他们希望在假期能

将这烦人的鼻炎治疗好，让以后的

生活学习更加顺畅。上述因素是导

致近期学生扎堆治疗鼻炎的主要

原因。

此外， 鼻窦内窥镜技术和等

离子低温消融技术的高安全性和

有效性也是吸引学生患者的一个

亮点。 由于操作安全、简便，效果

立竿见影， 治疗的整个过程前后

只需十几分钟， 且病人无需住院

和开刀手术， 微创技术满足了尚

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鼻炎患者就

医的最大需求。

近日，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

健康热线 0731-8536�7112 和专

业网 站 www.ftebh.com 已 经 对

外开通，读者朋友特别是家有鼻

炎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

上述途径进行咨询预约，节假日

不休息。 ■张琳

治好孩子鼻炎 比补课更重要

———暑假是学生治鼻炎的好时机

专业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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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先进的等离子治疗系统落户长沙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广济桥旁）长沙方泰医院，市内乘 11、101、105、108、116、130、143 路下车即到

会诊：7月 16日 -7月 31日

期间：检查费、治疗费优惠 20%

网址：www.ftebh.com

热线：0731-85367112

★征集对象：

1、凡持有长沙市医保参保人员和五区城镇居民医保人员需要鼻咽炎

微创手术患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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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征集：医保鼻咽炎患者

医保定点单位

（节假日不休）

本报7月20日讯 房屋维修金能不

能由业委会自己管理？为了更好地使用

房屋维修金，能否将规定的“2/3以上业

主同意”替换成“1/3以上业主反对”？长

沙鑫天鑫城等小区业委会提议修改物

权法相关条款（详见本报7月20日A09版

报道），他们的建议引起广泛关注。今天，

不少业主致电本报表示，武汉、西安等

地已出台规定，将房屋维修金改由业委

会负责管理，长沙能否参照执行？

部分城市维修金由业委会自管

针对房屋维修金使用难的问题，北

京、武汉、西安等地已经出台了相关规

定，可将维修金改由业委会管理。

2009年12月23日实行的《西安市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维修资金将由业主大会授

权业主委员会通过专用账户管理。

今年5月1日，《武汉市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办法规定，达到

法定条件后，维修资金可划转到业主大

会(全体业主)。通过业主的自主管理，使

维修资金的使用更方便、快捷。

“新浪乐居”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支持和反对将住宅维修资金划转到业

主委员会管理的人数各半。

长沙正在制定新办法

“在新的《物业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出台以前， 由于要考虑资金使用的安

全，‘将2/3业主签字同意’改为‘1/3签

字拒绝’， 在现行的政策上不允许。”长

沙市物业维修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晖

表示。

张晖说， 业委会是一个临时机构，

不能开设银行账户，要自主管理物业维

修金目前是行不通的。“武汉等地虽然

出台了新规， 但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

要想按这样做， 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

是政府要出台指导性文件，二是小区要

成立业委会。”此外，业委会还要得到业

主的充分信任。

张晖透露，目前，该部门正在制定

新的《物业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业主和

业委会反映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新办

法中都有涵盖，是否可行，要经过各部

门讨论，再经市政府审核通过正式发文

实施。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尹文秀 李彬 夏小童

7月20日，长沙市粮贸大厦，13楼一块3平方米大小的外墙脱落，砸伤一名老人。 记者 田超 摄

维修金由业委会自管，行吗

北京、武汉、西安已经实施 长沙市住建委：执行有难度，正在制定新规

《想修电梯，找业主签字“伤不起”》后续

枫林绿洲小区刘凯达：如果没有大部分业主的签名，维修金就动不了。用“1/3以

上业主反对”来替代“2/3以上业主同意”在逻辑上说得通，但有局限性，不能代表业

主的意愿。

万煦园小区曾丽：“1/3以上业主反对”来替代“2/3以上业主同意”的提议比较实

用，1/3以上业主的反对意见要容易收集得多。

金碧文华业委会黄主任：鑫天鑫城等小区业委会的提议只是权宜之计，要想从

根本上解决维修金提取难的问题，就要实行房屋维修金自主管理。

读者发声

本报7月20日讯 今日上午10点，

长沙袁小姐拨打本报热线说：“袁家岭

粮贸大厦出事了！半空中突然掉下来一

大块水泥板， 一个过路的老人被砸倒，

还有3台车被砸坏了。”

记者赶至事发现场,私家车主宾先

生说，上午9点50分，他开车来到粮贸大

厦楼下，“当时我正倒着车，车身后突然

一声巨响，车屁股被猛地‘擂’了一下，玻

璃渣子都溅到我身上来了。” 宾先生立

即跳出驾驶室，发现一名满身是血的老

人躺倒在地，身旁一地碎石。

从天而降的碎石来自粮贸大厦13

楼的外墙。站在楼下往上看，大厦13楼的

阳台外侧裸露着一片面积达3㎡的水泥墙，

原本粘附在墙体上的瓷砖、石灰、水泥尽数

剥落，从近40米的高空砸下，坠落过程中，

将8楼、4楼的遮阳窗砸得稀烂。

据悉，老人头部、肘部等多处擦伤，幸

无大碍，三辆汽车不同程度受损。

发生事故的粮贸大厦修建于1989年，

楼龄仅为22岁。 物业公司负责人朱先生

说， 会承担相应责任，“大厦墙体剥落是楼

宇老化所致，可能与房屋质量有关。我们会

与承建单位联系，商讨补救措施，避免类似

情况再度发生。” ■记者 龚化

大厦“脱皮”，伤路人砸3车

现场·这栋楼也需要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