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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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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
帕金森细胞刀协作中心， 在湖南首家引进
了“细胞刀”高新技术，从 2001 年 3 月至
今，已先后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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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院细胞刀医疗中心专家通过 CT
机扫描定位，精确找到了导致张大妈手颤
的异常神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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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射频物理高温摧毁异
常神经。 术后，张大妈颤抖的双手恢复了
正常， 腿脚也变得灵活了， 折磨张大妈
1800 多个日日夜夜的病痛转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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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先进的治疗手段，是在运用精密的
计算机系统对患者病灶进行准确定位的
基础上，通过射频电凝加热技术一次毁损
患者病灶细胞群，使患者在完全清醒和无
痛苦的状态下减轻症状。这种先进的帕金
森病治疗方法，创口小、出血少、安全性
高。作为国内率先从美国引进“细胞刀”高
新技术的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在引进、
使用这种高技术的同时，注重总结本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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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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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当地医院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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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经人
介绍到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细胞刀医疗中
心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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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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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一定会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罗湘银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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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黑狐”的代号、一份“樱花计
划”、一纸“16号密令”、一批失窃的清
宫珍宝、 一支神秘又战斗力极强的突
击队， 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间究竟有
何联系？11月2日起， 长沙电视台经贸
频道开播大型特工战争剧《黑狐》，相
信观众会找到答案。

这个剧场很过瘾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视剧被“挤”到

十点档播出， 甚至有电视台考虑推出
周播剧场，不少习惯每晚7点半收拾好
家中琐事， 观看黄金档电视剧的观众
表示“很不爽”。现在，长沙电视台经贸

频道黄金档电视剧场独辟蹊径， 每晚
联播五集，让观众一次看个够本。该台
电视剧负责人表示：“虽然我们剧场名
叫《四集剧场》，但每晚可以做到五集
连播，这让观众看得更过瘾。”

这个特工很纠结
作为去年热播的抗战剧集《雪豹》

的兄弟篇，《黑狐》 由张若昀、 李曼、吴
婷、文章、刘小锋、吴秀波等原班人马出
演。不过，由演员张若昀扮演的特工方
天翼估计算得上史上最纠结特工了。

剧中，男主角方天翼代号“黑狐”，
游走在中共地下党、 国民党军统以及

日军之间， 身份复杂多变。 他身手矫
健、头脑敏锐却极注重兄弟情义，正因
如此，方天翼才更显纠结：暗恋多年的
女孩顾婷（吴婷饰）喜欢的竟是自己的
好兄弟廖思成（刘小锋饰）；身为国民
党特工， 却跟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
地下党俞梅（李曼饰） 在工作中产生感
情；一心追随戴笠，但因戴笠对手下和百
姓的残酷和不择手段而寒心……虽然纠
结，但张若昀表示，其实方天翼“活得很
明白”，他有进行权谋算计的智慧，但从
不屑于在这些事情上花费心思， 凡事都
弄清楚，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 ■记者 吴名慧

万事“吴”忧栏目开办以来，已经帮
很多家长解决了小孩在艺术培训上的问
题。近日，记者听到来自舞蹈老师的不同
声音， 他们也想诉诉苦：“家长们判断孩
子学没学， 学得好不好的标准就只有下
腰、翻前桥后桥这些有难度的动作，其余
像孩子的协调性、节奏感这些一概不管，
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随后， 记者了解到不少家长的确如
此，“这当然要看呀， 这是我们家长最能
直接看到感受到的。” 带着这个问题，记
者也找到了省群艺馆艺术活动部副主
任、省舞协理事曾慧艳，她对于同行们的
“诉苦”，表示“深有同感”。曾慧艳表示，
家长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舞蹈远不止这
些，它对孩子协调性、节奏感、身体素质、
气质的训练都有好处， 也能培养小孩坚
持、乐观的性格，这些绝不是做几个难度
动作就能判断的。” ■记者 吴名慧

今晚，“黑狐”登场

这个特工很纠结

11月6日，大型魔幻人偶剧《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盗》将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除了上海木偶剧团的绝活“黑影
戏”，河南交响乐团专门打造的交响配乐
以及迪斯尼般大手笔制作的舞美， 心地
善良又多才多艺的阿里巴巴一出场，还
会把魔术带上舞台。届时，演出现场将充
满了古波斯的神秘风情， 为孩子们在跟
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斗智斗勇的过程
中，添上一份轻松。 ■记者 吴名慧

演出时间：11月6日10：00/15：00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演出票价：50、80、120、160(元)
订票电话：4001-858-666
在线选座： www.juooo.com
亲子剧场QQ群：179608110
（加群购票可享受团购优惠）

跳舞就是下腰、翻跟斗？

阿里巴巴也会变魔术

如果您的孩子在艺术培
训过程中有什么困惑， 都可
点击ent.voc.com.cn跟帖告
诉我们， 或登录幸福亲子
QQ2群 (174987967)、“三湘
都市报文娱部”新浪、腾讯官
方微博参与。

相关链接

这么反复无常的赛制，让观
众很抓狂。本周五，你想去现场
再次领略一场10强晋级赛？本
报继续送现场门票，想去的读
者请登录ent.voc.com.cn相
关帖报名，一人限抢两张。

送票
邀你再看10强晋级赛

性感
往年，这已是各路选秀选手用名气

换金钱的时候。今年，在这个非选秀黄金
档， 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这场被观
众称为儿戏、 被评审认为不公的比赛却
意外“盛开”了，收视率排名第四。这不，
本周花儿又有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动
作，之前淘汰的4位选手回到赛场争夺5
强名额。

今年花儿的赛制在选秀中史无前例
地混乱， 他们把权力交给了500位看热闹
的大众评审， 他们可以直接让选手晋级，
专业评审形同虚设。 结果就是刘艾迪、刘
思涵、张姣皎等实力选手接连离局，与寻
找“好声音”的初衷南猿北辙。继评审王东
宣布离开后，朱哲琴上周也在微博上划清
界线：“花儿的赛制一定存在严重问题！没
选到最好的声音最有天赋的音乐新人，这
个评委是不值得当的！”

如果说之前的赛制只是混乱，那本周
五的比赛绝对可以用“儿戏”来形容。据导
演组透露，刘艾迪、刘思涵、张姣皎、周晓
晓本周将以踢馆的身份向六
强选手发起挑战， 共同争夺
五强席位。也就是说，推翻之
前几场比赛产生的6强，再来
一次10强晋级赛。很多粉丝
对这个决赛很愤怒，“这置台
上的6位选手于何地， 她们
辛苦比赛有什么意义？ 这还
叫比赛吗？” ■记者 袁欣

送票继续，快报名

张若昀饰“黑狐”。

·舞蹈季

火评委发
粉丝怒

红花儿
近日， 荷兰超模杜

晨·科洛斯抱猫登上时
尚周刊杂志封面， 既性
感又无辜， 全身散发着
柔美性感的气质。

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