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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余例患者告别僵硬、震颤、疼痛

“细胞刀” 治疗帕金森、三叉神经痛显奇效
��������本报讯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常见的
中老年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主要表现为患
者动作缓慢、手脚或身体的其它部分震颤、
身体失去柔软性、 肌肉僵硬以及生活难以
自理， 发展到后期往往导致卧床不起甚至
危及生命。 它对患者生活能力的危害仅次
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因而被称为中老年
人的“第三杀手”、“慢性癌症”。

长期以来，国内对该病的治疗主要依
赖药物和传统手术治疗，疗效均不够理想。
自引进在欧美引起轰动的高新技术———
“细胞刀”技术后，国内治疗该病进入了一
个新纪元。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
疗中心作为湖南首家引进“细胞刀”高新技
术的医疗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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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立竿见影，
5年病痛一朝解除

65 岁的张大妈 5 年前就被诊断为帕

金森病，开始时双手发抖，靠吃药来控制。
谁知近年来病情逐步发展，药物已无法控
制病情，开始出现右脚僵硬，双手颤抖等
症状，生活自理都很困难。 因为担心开颅
手术使自己变瘫或神志不清，张大妈一直
不愿意手术治疗。 经家人反复做工作，张
大妈近日才到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
刀医疗中心接受手术。

通过脑部微创手术， 运用精密的计
算机系统对病灶进行准确定位， 再利用
射频电凝加热技术一次性毁损病灶细
胞。在完全清醒和无痛苦的状态下，张大
妈颤抖的双手恢复了正常， 腿脚也变得
灵活了，折磨她 1800 多个日日夜夜的病
痛转眼没有了。

据该院细胞刀医疗中心的专家介绍，
“细胞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术刀，它
是国际上最新的治疗手段，这种先进的帕
金森病治疗方法，创口小、出血少、安全性
高。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在引进、使用这
种高新技术的同时，注重总结该院在多年
临床实践中获得的独特医疗经验和技术，
将二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使之更好的服
务于帕金森病患者。为更好地为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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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刀”治疗三叉神经痛，
获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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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治疗帕
金森病的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治
疗三叉神经痛方面也取得了新突破。 继 "
细胞刀 " 高新技术治疗帕金森病取得显
著疗效后， 该中心又引进全套三叉神经
痛治疗系统， 为广大三叉神经痛的患者
带来了福音。

据专家介绍， 三叉神经痛多发于
35 岁以上，女性居多，临床表现为一侧
面部骤然发生的剧烈疼痛， 如电击、刀
割或钻痛，以面颊 、上下颚或舌部最明
显，可伴有痛性抽搐，疼痛发作仅数秒
至 1－2 分钟，间歇期无疼痛。病初发作
次数较少 ，以后发作次数增多 ，症状加
重。 三叉神经痛患者中很多人都曾因为
误诊，闹出不少啼笑皆非的事。 曾经有
一位农村女性就因误诊，拔掉右侧全部
牙齿。 据悉，这位患者发病时才 44 岁，

发病初期只感到牙龈和面部时不时地
疼痛，到当地医院去检查 ，医生诊断为
牙病，建议她拔掉一两颗牙齿。 赵女士
拔了两颗牙齿后， 症状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 后又被医生建议再次拔牙，
如此反复折腾了两三年，直到这位女性
右侧的牙齿全部拔光 ， 病症也毫无起
色 ，反而日益加重 ，洗不了脸 ，刷不了
牙，吃不了饭。 后来到武警湖南省总队
医院就诊，经专家确诊后才知自己得的
根本不是什么牙病， 而是三叉神经痛。
医生给赵女士做了常规检查后，运用细
胞刀系统进行检测，确定了三叉神经节
的疼痛部位后，以射频热凝的方法对病
变神经进行毁损，２０ 分钟便完全摧毁
了疼痛病变，折磨赵女士多年的病痛终
于消失了。 如你或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正在遭遇帕金森病或三叉神经痛的折
磨，可以立即拨打健康咨询专线 0731－
88612387，或加咨询 QQ：1256775011，向
专家咨询，也可直接前往位于长沙市河
西溁湾镇的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
医疗中心咨询就诊。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可在
衡东县石湾镇清水村，村民刘建社与妻子谭
桂媛的行为却让周边居民胆战心惊：堂屋里
摆放着儿子刘永的尸体， 未经任何防腐处
理，仅用一口棺材装着，近两年时间没有下
葬， 而他们夫妻俩一直与尸体同处一屋。10
月17日，记者来到清水村一探究竟。

停棺家中两年未葬
刘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房子， 外墙的白

色瓷砖、 铝合金门窗让人感觉家境还算殷
实。村民陈某介绍，自从儿子去世后，刘家
便一蹶不振。“去年有大半年时间， 到处弥
漫着一股恶臭，我们路过都得捂着鼻子，刘
家就靠烧香焚纸来掩盖恶臭。而且，他们两
年来一直住在家中，我们都觉得好吓人。”

见到记者的到来， 刘家夫妻俩赶紧邀
记者进屋。

推开大门， 只见一副棺材架在两条长
凳上，摆在堂屋左侧。棺材前方供桌上面放
着刘家儿子的遗像，一个苹果摆在遗像前。
谭桂媛上前擦拭遗像， 转瞬泪雨滂沱，“儿
子死了快两年了，可到现在仍不能安葬，我
们做父母的心中也很不好受。”

“家里一贫如洗，我们没钱让儿子入土
为安。” 刘建社说， 儿子刘永于去年1月去
世，赔偿问题至今没能得到解决。

儿子打工遭遇意外
2008年初，21岁的刘永当了几个月的

汽车修理学徒后， 来到位于京港澳高速衡
东新塘出口的金力宏高速服务站打工。

同年8月4日早上， 一辆大货车进站补
胎， 就在刘永将千斤顶放入大货车左后部
的时候，货车左后部内轮胎突然爆炸，刘永
当场被炸得昏迷不醒，口吐鲜血。治疗了将
近一年始终没能好转， 刘永变成了“植物

人”，不时伴有癫痫症状。2009年6月，刘建
社夫妻将儿子接回家中。

半年后，刘永不治身亡。谭桂媛回忆说，
儿子自从出事那天起，就再没有开口讲过话，
每天靠插胃管输入流食。

赔偿纠纷长达三年
在儿子治疗期间， 刘建社曾向衡东县

人民法院起诉， 将金力宏服务站、 货车车
主、 货车挂靠的物流公司共同告上法庭。
2009年4月，一审判决货车车主赔偿刘家45
万余元， 服务站和物流公司共同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事实上， 刘建社先后收到的赔偿款将
近37万元，全部用于刘永的治疗及护理。刘
永去世后， 刘建社要求金力宏服务站按照
工伤保险相关条例进行赔偿， 但双方一直
没有协调好。

记者了解到，刘建社曾与车主签订和解
协议，车主承诺承担全部责任，服务站老板
于是拒绝赔偿判决中尚未执行的8万余元。

村民讨要安葬费未果
刘建社一直在家务农， 妻子上个月才

外出打工， 所有收入靠妻子每月一千余元
的工资，至今仍然拖欠两家医院的医药费2
万余元。

谭桂媛告诉记者， 夫妻俩还有一个小
儿子，现在在外打工糊口。“不久前，小儿子
找了个女朋友， 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就
提出分手了。”

村民陈某说，刘家儿子去世后，部分村
民曾去金力宏服务站帮着讨要安葬费，“可
那老板不愿意出。”

10月17日， 衡东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毛
益平向记者介绍， 将组织服务站与刘建社
调解，争取早日解决此事。 ■记者 徐德荣

本报10月18日讯 昨晚8点30分，祁
东县洪桥镇洪丰中学内发生一起故意伤害
致死案，造成两学生一死一伤。今天下午，
记者在祁东县了解到，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
部被抓捕归案，学校教学秩序正常。

17日晚8点30分， 正值学校下晚自习，
社会青年于某、李某、周某和邹某来到洪丰
中学玩耍，4人见到163班学生李某翘着腿
在吸烟， 觉得不舒服， 于是将其打了一顿。
162班学生邹某和彭某见状，叫上十多名同

学将4名打人者围住，由此发生冲突。于某抽
出一把弹簧刀朝学生邹某胸部刺了两刀，致
其死亡，朝彭某背部刺了一刀，致其受伤。

案发后， 祁东县公安局派出技侦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侦查，祁东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迅速召集相关单位和有关人
员成立事故处理小组， 并启动应急处理预
案。至今天早上6点，4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公
安机关抓捕归案。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陈建设

儿子去世两年为何停棺不葬
衡东怪事：父母仍在处理赔偿纠纷，称“没钱让儿子入土为安”

祁东10小时侦破中学命案
学生被刺1死1伤，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10月18日，“蚩尤故里·新化梅山”湖南娄底———新化全国摄影大展在长沙启动，来自
娄底新化武术之乡的小朋友们以武助兴。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摄友将用镜头
从不同角度描述新化之美。

本次摄影大展是湖南有史以来官方投入最大、赛事规格最高的摄影活动，设特级、金、
银、铜等多项大奖，资金总额近50万元人民币，特等奖8万元。比赛结束后，将在娄底、长沙、
广州、武汉、香港等地进行摄影巡回展。 记者 武席同 摄影报道

发现“最美新化”奖8万

本报10月18日讯 今天上午，攸县酒
仙湖国家4Ａ级景区正式揭牌，全国112家
知名旅行社与景区签订合作协议。

酒仙湖风景区位于攸县东部， 地处湘
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西侧，面积193平方
公里。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6％，保持着近乎

原始的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我国
亚热带复杂生态系统和重要生物基因库之
一。景区湖光山色、飞瀑流泉、绝壁天坑等
景观要素齐全，其鬼斧神工的仙人桥、神秘
莫测的白龙洞等让游客流连忘返。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何纲华 贺勋

攸县酒仙湖国家4Ａ级景区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