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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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临时起意下河游泳

27日上午10时40分许， 本报采访车

从宁乡县楚沩东路拐上沩江河沿江风光

带， 在东一街街尾停了下来，23岁的汤志

君就是在这一带下水的。

汤志君的父亲瘫坐在一棵柳树下，石

堆上是汤志君下水前脱下的衣物———一

套白色运动服、 一双拖鞋和一副眼镜。汤

志君是衡阳人，今年3月，他来到宁乡和两

位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而与

汤志君结伴游泳的，正是这两位合伙人。

“昨天下午6点左右，我们路过就吆喝

着下水了。” 合伙人之一王强说，3人下水

游泳完全是临时决定的。

他们下水后便往河中心游去，大约游

了20米，汤志君告诉王强，说没劲了。王强

和另一合伙人李妙常招呼汤志君往回游，

向游泳的市民借了救生圈。

这时，汤志君的头在水里忽上忽下，一

旁的李妙常赶紧靠近并托住汤志君， 汤则

死死揪住李妙常的双手。李拖着汤游了2米

左右，李的身体也开始往下沉。刚借到游泳

圈的王强立马将救生圈扔向河中央， 李妙

常奋力用手去钩两三米外的救生圈， 而当

他钩到救生圈时，汤已完全浸入了水里。

多轮打捞仍不见尸体

事发后第一时间，消防队员进行了第

一轮搜索，无果。随即，王强和李妙常请来

了打捞队，4名队员轮番下水，依旧没有将

其尸体打捞上岸。

27日上午8时开始， 打捞队员继续作

业。截至上午11时，4名队员一共下水6趟，

结果仍然是“完全没有看见尸体”。由于体

力耗损颇大，队员们无法再次下水。下午，

队员们经过3轮作业后放弃了打捞。

眼看着无奈的汤爸爸跪在河边大声

喊“崽”， 围观的群众自发为他们一家捐

款。

又一条生命随水而逝，他在晚餐时间空腹游泳

老父跪在河边绝望唤崽

宁乡县居民周女士7月27日上午9:23

来电：你说可怜不，一个年轻伢子昨天下

午在宁乡的沿江风光带游泳淹死了咧，打

捞队从昨晚作业到现在， 还是没看到尸

体。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曾金莲 谢鸿翔

▲

7月26日傍晚，宁乡县城沩江白马

桥路段，23岁的汤志强在此游泳时溺亡。

27日，他的衣服仍然在岸边，家属在等待

打捞结果。 记者 童迪 摄

本报7月27日讯 两封“迷路”一

个多星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找主人

（详见本报7月27日A10版）。本报报道

推出后，今日两位主人找到了。

“黄峰家的住址，是昨天下午通过

当地派出所好不容易查到的。”省邮政

速递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邮件处

理中心物品投递班副班长陈清国告诉

记者， 找到黄峰时他居然还没留意自

己的手机停机了。“没想到自己一时大

意，差点酿成大麻烦，还闹出了这么大

的动静，麻烦了这么多人，实在是不好

意思。” 拿到通知书后的黄峰连声道

谢。

7月27日上午10点多， 另一封通

知书的主人———单周阳也匆匆地赶到

该邮件处理中心拿自己的录取通知

书。“他是看到了你们媒体的报道，才

知道有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在我们这，

他的地址搞错了， 如今他家住在长沙

市南湖路。”陈清国舒了口气。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孙玮烛 林熹

《黄峰、单周阳，快来领你俩的通

知书》后续

“迷路”通知书

找到主人

事后，汤志君的两位合伙人说，

他们是路过风光带临时起意下水游

泳的，当时几人还没吃晚饭。

记者从资深游泳教练处了解到，

空腹饥饿不能游泳。由于体内血糖较

低，不能供给身体充足的能量，加上

身体消耗能量较多， 又无法及时补

充，易引起低血糖，出现头昏、心慌、

乏力等症状， 甚至发生虚脱而导致

溺水等意外险情。此外，饭后饱腹游

泳也很危险。 饱腹游泳不仅影响胃

肠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而且易

引起胃痉挛、呕吐、腹痛等现象。饭

后要休息30分钟至1小时再下水游泳。

（周女士提供线索，奖励30元）

空腹饱腹时都不能游泳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