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李青 图编/李梓延 美编/王先浩 校对/刘湘A12 湖南新闻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55岁以上每 100人就有 1例帕金森病人

帕金森治疗金律：早发现早治疗
本报讯 目前我国有 200 万人患帕金

森病，已占到全球患者总人数的一半。 今
年的世界帕金森病日，中华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披露的数据叫人忧心。随着老龄化
社会的来临，我国帕金森病患病率正在日
益增高，而更多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帕
金森患病人数仍以每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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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岁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帕
金森病发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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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了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的有
关专家，请专家来介绍帕金森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知识。

抑郁比疾病本身更影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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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院细胞刀医疗中心专家为我们介绍了一
位年轻的张姓患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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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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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
神经痛治疗新纪元

该院细胞刀专家熊铁龙主任表示：像
张先生这样的年轻患者发病多为遗传因
素，由于发病年龄很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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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利用精密计算

机系统核磁共振定位， 对导致患者发病的
异常神经进行精确定位， 仅在其头顶颅骨
左侧打了一个细微的小洞， 然后在定向仪
系统引导下， 将一根直径为 2 毫米的治疗
针插入脑内，通入电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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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细胞刀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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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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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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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
心专家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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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拨
打健康咨询专线 0731－88612387 或加咨
询 QQ：1256775011 获得专家们更专业、
更详细的指导。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本报10月11日讯 本是无业游民， 却总是装阔佬。
万某平常出门总是西装革履，开着一辆小车，还提着一
部苹果平板电脑，到处招摇撞骗，一年多疯狂敛财上百
万。近日，常德津市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十
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据常德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10月至2009年
12月期间，被告人万某以做烟生意、办水厂和购买澧县津
市轧花厂办公大楼等为由，骗取被害人朱某、黄某、董某、
王某、刘某、张某、雷某等人现金123.87万元，除抓获时收缴
的人民币9万元外，其余近110万余元的赃款均被其挥霍。

经津市法院审理查明：万某平常总是把自己打扮得
光鲜亮丽，并购置一些奢侈品来摆阔。到处号称自己是
做烟生意的，自己有亲戚在常德烟厂营销中心，可以批
发到平价烟。被害人朱某等看到万某平常做生意很讲信
用，而且总是开着小车进出，均以为万某是家财万贯的
大老板，因此对其谎言深信不疑。从2008年10月至次年
12月仅仅1年2个月的时间，万某共骗取朱某等人现金共
计123.87万元。每每得手后，便将钱用来买车，买名牌，与
情人高消费，至万某在浙江被抓获时为止，其银行卡上
仅剩下9万元。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文惠良

本报10月11日讯 五年的中越边境生
活，让早已心力交瘁的罗某最终向公安机关
自首，结束了近八年的逃亡生涯。国庆前夕，
2004年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罗某选择
了向常德津市公安机关坦承自己的罪行。

2004年2月12日，罗某驾驶一辆面包车
沿常德津市车胤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津城
浴池门前路段时， 与前方同向行驶的一摩
托车相撞， 造成摩托车驾驶人与乘车人受
伤， 摩托车驾驶人和乘车人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经津市交警大队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 罗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
任。 事故发生后， 罗某没有报警和抢救伤
员，而是选择了逃逸，成了一名交通肇事逃
犯，并于2006年被列为网上通缉犯。

“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中，每到一个地方，
都只能到工地上以打苦工为生， 白天不能
上街，不能到人多的地方呆，一遇到有危险
的时候，立即离开。”和罗某交谈的言语中仍
能察觉些许的恐惧，“近8年时间，只能将自
己封闭起来，没跟家里联系过一次。”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吴林芳 覃正文

本报10月11日讯 近日， 常宁市星子形
古墓群抢救性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共发掘古
墓葬4座， 初步判定古墓为西汉至东晋时期
墓葬，出土文物82件。

7月中旬，常宁市某项目部施工取土时，
挖出一座古墓葬， 文物专家现场勘查后，初
步认定古墓是西汉至东晋时期墓葬。 目前，
该古墓群的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出土
的82件文物涵盖西汉至东晋时期的陶器、瓷
器、铁器、青铜器、铭文砖5类，最久远的距今
已有2000多年。包括西汉时期青铜壶、纺轮
及配件， 整套完整的东汉居家陶器用具，东
晋时期青釉白瓷凤头壶、东晋铭文砖、发簪，
汉、晋时期青铜镜。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方富贵

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从省纪委获
悉，近日，衡南县纪委查处了两起公开招
考中小学教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案。

经查，衡南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县招考
中心主任周某先后接受8名参考人员的请
托，收受“活动经费”共计40万元，答应在招
考过程中帮忙， 并确定在阅卷环节做手脚。
于是他与衡南五中教务处主任周某某取得
联系，并商量好如何在考卷上做记号，还给
了周某某10万元作为5名请托参考人员的
“活动经费”。周某又用类似的办法伙同衡南
二中英语教师苏某等人为报考初中英语教
师的全某、彭某两名参考人员舞弊，使得全
某、 彭某分别获得145.7和144.3的高分，列
93名参考人员的第一、二名，成为拟录取对
象。周某还伙同衡南二中体育老师李某等人
为1名报考初中体育老师的考生作弊。

衡南县教育局副局长方某先后接受5
名考生的请托，收受“活动经费”18万元，
采取与周某相同的作弊方式，伙同衡南二

中英语教研组长王某、衡南一中教务处主
任尹某等人为5名参考人员舞弊。

周某、方某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案涉
案人员29人，涉案金额58万元，涉案考生

13人， 相关人员的处理正在审理之中。鉴
于周某、方某、周某某三人的行为涉嫌犯
罪，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李国平 实习生 眭文丽

衡南县公开招考中小学教师曝出丑闻

13名考生花58万元高分“入围”
县招考中心主任、教育局副局长等3人徇私舞弊被追刑责

开小车提iPad，一年多骗财上百万
无业游民装阔佬诈骗获刑十三年

驾车撞死人八年后自首

常宁发掘汉晋古墓群
出土82件文物

本报 10月 11日讯 潘隆
佳、 潘隆峰兄弟俩从事个体运
输， 一念之差下， 两人将他人
49.02吨钢材从株洲骗至广州
贱卖，终被警方抓获。今天，株
洲市石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批准逮捕兄弟二人。

潘隆佳、潘隆峰兄弟为江西
省奉新县人，两人合伙购买了一
辆解放牌半挂车，从事汽车个体
运输多年。今年8月4日，两人开
车从江西省高安市运一车地板
砖到长沙东站陶瓷市场。第二天，
潘隆佳趁卸货的空闲，在长沙一
物流公司联系货运业务，了解到
株洲有一批螺纹钢要运往江西
省上高县，即以自己办理的假名
为“王标”的驾驶证、假牌为赣

CF7610和赣C0567挂的行驶证
与物流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
同，约定从株洲将49.02吨螺纹钢
运至上高县。

当天下午5点30分左右，兄
弟二人到达运货地点株洲一家
钢铁有限公司， 按货运合同提
货装车。 两人到达广东省惠东
县境内后，将钢材贱卖，潘隆佳
得赃款17万余元，给潘隆峰1万
元。经鉴定，该49.02吨螺纹钢
材价值22.5万余元。

事后， 株洲警方接到发货
方株洲钢铁公司的报案， 经调
取相关资料进行排查后，于8月
29日在湖南金鱼石收费站将潘
隆佳、潘隆峰抓获归案。
■记者李永亮通讯员刘亮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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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诈骗49吨钢材，江西兄弟株洲落网

清网行动·追逃故事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