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年轻夫妇抢劫杀人后， 失踪
长达14年。双峰县公安局辗转三省市，
将其缉拿归案。10月16日，因涉嫌故意
杀人罪，他们被依法刑拘。

1997年8月2日早晨，有村民在双
峰县锁石镇车田河中发现一具用汽车
蓬布包裹的浮尸。8月2日，双峰县公安
局民警赶到现场， 经查， 死者李某23
岁，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系被他人
用钝器击打后脑休克性死亡； 一辆江
西牌照的东风货车停在锁石镇压板厂
院内，驾驶室内有喷溅状血迹。

经查， 双峰县青树坪镇维新村的
戴益寿和妻子宋云娥有重大作案嫌
疑，去向不明。

期间， 双峰县公安局局长换了三
任， 但是对戴益寿夫妇的追捕从未放
弃过。一次，一个村民无意间透露，夫
妇俩逃跑时生了一个2岁的男孩，现在
应该17岁了。根据该少年的姓名，民警

与宋云娥户口所在的江西省星子县华
林乡派出所取得联系， 得知宋父户口
上有一个17岁男孩戴某， 确定是戴益
寿的儿子。

9月24日，民警前往南昌市，查清
了小戴就读的学校以及宋云娥被漂白
的人口信息，并确定了戴益寿在杭州市
务工的信息。10月6日， 民警在杭州余
杭一出租房内将戴益寿抓获， 当晚10
时， 宋云娥在南昌市某灯饰城落网。二
人交代了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1997年7月31日上午10时许，宋
云娥以租运货物为名， 骗司机李某开
车前往萍乡，趁司机在车上睡觉时，戴
益寿用手电筒猛砸李某头部， 再将其
掐死，8月1日驾车至双峰后抛尸河中。
案发后他们先后逃至福建、浙江、江西
等地务工，14年来过着惶惶不可终日
的生活。

■记者 谢能武 通讯员 吴清辉

“是你们，该来的还是来了！”10月
14日， 潜逃在老挝的新邵人何颂军面
对家乡来的民警，惊愕数分钟后，发出
一声长叹。

今年1月22日上午，新邵县小塘镇
镇政府附近一马路市场， 何颂军与王
吉武因小矛盾发生口角， 继而引发打
斗，何颂军用匕首将王吉武捅伤，由于
伤势过重， 王吉武在送医途中不治身
亡。何颂军抛下妻儿连夜潜逃。

警方随即将其列为网上逃犯。今年
8月，新邵警方得到线报，何颂军已潜逃
至老挝境内。9月22日，刑警大队副大队
长李柱生带队前往老挝境内追逃。

本月14日， 民警经过四天缜密侦
查， 终于在琅勃拉邦省达拉达拉市场
某出租房内将何颂军抓获， 两天后被
押回新邵。他交代，自己是今年3月从
中国边境偷渡至老挝境内。

■见习记者 陈昂 通讯员 李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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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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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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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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诊：10月 18日 -1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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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不完的鼻涕困扰患者
致命的并发症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 不少家长低估了鼻炎
对儿童的不良影响。殊不知，鼻炎最困
扰患者的症状除了流不完的鼻涕或擤
不掉的浓稠鼻涕外， 且鼻子不通气引
起呼吸不畅，晚上张口呼吸、睡眠深度
不够、觉醒后易疲劳等，对于儿童的大
脑，包括认知能力、记忆和心理活动
有显著的影响。 唐主任说，以上这些
症状久而久之使儿童情绪低落、注意
力无法集中、学习成绩下降，严重影
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习。

专家提醒：长年患鼻炎，易引起
鼻窦炎、鼻息肉、中耳炎等，严重者病
变蔓延至眼眶及颅脑，可引起眶内感

染、脑膜炎、脑脓肿等，而致生命危险。

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
一举治愈鼻炎、鼻窦炎

经同事介绍， 李女士带着女儿
来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
唐主任为其做了鼻腔内窥镜检查。确
诊为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需
尽快治疗。首先唐主任运用先进的美
国等离子低温消融术为其消融了肥
大的中鼻甲和下鼻甲，又阻滞了筛前
神经，同时又做了窦口开放，二十分
钟过后，整个治疗结束。就这样，困扰
刘娟的脓鼻涕止住了。

笔者了解到，长沙方泰医院耳鼻
喉诊疗中心率先引进世界先进的美

国 DNR 等离子治疗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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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的微创技术，是目前治疗慢性鼻
窦炎和鼻息肉的首选方法。

据了解，自从“低温消融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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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患者给予了一致
认可和好评。等离子低温消融术治疗耳
鼻喉疾病，让你拥有耳聪、鼻灵、咽喉
爽，享受“美味”人生。 ■张琳

孩子成绩不好，小心鼻炎作怪
��������“通了，通了，我的鼻子终于通了……”，河西刘娟同学在长沙方泰医院耳鼻喉诊疗中心接受了鼻内窥镜
微创技术，解决了长达 10 年的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鼻息肉、并且止住了长流 10 年的鼻涕后，高兴的说。 令
她父母更高兴的是，学校里的同学不再叫她“流（刘）鼻涕”了，而且自从鼻子通了以后，女儿的注意力集中了，
智力提高了，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笔者提醒广大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正受鼻炎困扰，可通过 0731-85367112
向耳鼻喉专家咨询。

鼻炎伤害儿童智力 必须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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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攸县豆腐闯市场急盼“带头大哥”

10月18日上午，攸县举行香干文化节，攸
县县长胡湘之向记者介绍， 该县将在小豆腐
上作大文章。

去年上海世博会上，攸县豆腐因入选“世
博菜”大放异彩，获国内外游客高度评价。其
实，攸县豆腐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
作为一个行业而繁盛，誉满三湘。不少攸县人
认为，凭借新鲜滑嫩、色泽温润、清香美味的
特色，攸县豆腐早就应该像临武鸭、淮南豆腐
等特色农产品一样， 拥有一个完善而庞大的
产业链，并造就一批亿元企业。

令人遗憾的是，直至最近几年，攸县豆腐
才走出湘东，逐渐被世人知晓。不少本土企业
表示，他们目前最缺的是“带头大哥”。

“主要是产业发展跟不上，大多数是一些

小作坊在搞。”攸县拉子豆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夏友良直言。 夏14岁就开始在豆腐行业闯
荡，其公司目前日销豆制品5000多斤，年产值
1200万元， 是攸县最大的豆制品公司。 他向
记者抱怨， 因缺少资金， 公司的生产车间简
陋，低产能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发展。

资料显示， 攸县豆腐行业开始公司化生
产始于2004年，经过７年发展，目前有上规模
的豆腐生产厂7家，豆制品小作坊300多家。

因缺乏龙头企业带动， 行业内竞争秩序
混乱，产业链不完善，缺乏行业标准等，攸县
豆腐产业步履蹒跚。 上海相传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唐新平认为， 攸县豆腐当务之急是培
育自己的品牌，依托“带头大哥”打开市场。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产业转型，不断提高
攸县豆腐产品的品质。”县长胡湘之向记者介
绍， 该县正积极成立豆腐产业研发中心，引
入战略投资资本，力争培养一批优质品牌企
业， 使攸县豆腐成为湖南一块叫得响的农产
品品牌。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何纲华 贺勋

10月18日，攸县举办香干文化节，各地客商在采购豆制品。 记者 李永亮 摄

逃了14年，“杀人夫妻”归案

他逃到老挝，还是没逃出法网

清
网
行
动·

追
逃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