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3日，长沙韶山南路华翼府商住楼，监控拍下李女士

（中）操作不当导致手被电梯夹住的全过程。

记者 武席同 实习生 尹瑾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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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 163医院整形美容中心的烧伤整形如今已家

喻户晓--今年6月30日，中央电视台以《鬼娃仔变形记》为

题，对“中心”主治全身烧伤80%的“鬼娃”骆文龙的故事，进行专

题报道，报道充分肯定了“中心”的技术实力，更赞誉唐家训为“国

内烧伤整形实力派专家”。

今年7月30日，唐主任又携专业组力克高难手术，为女

大学生李雪平的实施颏胸分离手术，助她实现“抬头做人”梦想。

�������读者朋友有任何疑问，均可通过致电栏目热线 0731-85885588、邮件 mldr163@163.com、短信

18975175222及网站 www.jfj163.cn等方式与我们联系，我们尽量给您满意的答复。

烧伤致残也可恢复正常功能

��������烧烫伤治愈后，疤痕粘连、挛缩所致的各种

残疾后遗症，严重影响人体功能，给伤者的人

生蒙上阴影。“鬼娃”骆文龙救助的主刀医师、

著名烧伤整形专家、解放军第 163 医院整形美

容中心主任唐家训说，只要治疗得法，绝大部分

患者可以恢复功能，摆脱残疾，像健康人一样

生活。

瘢痕挛缩导致功能障碍

唐主任说， 深度烧烫伤后造成的瘢痕挛缩

是致残罪魁祸首。 其中，挛缩性瘢痕的粘连牵

拉导致外形改变和严重功能障碍，如睑外翻、唇

外翻、颏胸粘连、手部疤痕挛缩畸形及关节伸屈

挛缩畸形等，使伤者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

有些萎缩性疤痕易与肌肉、神经、血管粘

连，牵拉正常组织而影响功能。 此外，它还很

容易破损而形成久治不愈的溃疡， 治疗不当

可引起癌变。

烧伤后功能整形的主要手术方式

唐主任说，对于各种使人致残的烧伤后遗症，恢复

其功能的整形手术有植皮法、皮瓣法、扩张器修复等方

法。

植皮治疗是指取一块完整的自身皮肤覆盖在疤

痕区域，使大面积的疤痕变为轮廓线“切口疤”。皮

瓣法修复是指将正常皮肤制成带血管的皮瓣覆

盖在疤痕处，优点是皮肤可覆盖外露的肌腱、血管、

神经等组织。扩张器修复是近年的先进技术，即将

疤痕临近的皮肤通过扩张的方式形成足够多的

皮肤覆盖在疤痕处，其优点是皮肤成活率极高，且

肤色相同，美观度更好。 三者各有不同的适应症。

烧伤后功能整形的关键所在

唐主任说，烧伤后功能整形是一种较为复杂

的手术，应严格把控 3 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对病

情作准确诊断；其次，是选择最佳手术时机和确定

个性化的手术方案；最后，是采取美容缝合、手术

磨削和激光磨削等综合治疗方式， 最大限度恢

复功能和改善美观度。

唐主任提醒， 功能整形一定要选择正规、规

模大的医疗机构，以保障治疗效果和自身权益。

“鬼娃”主刀专家唐家训解密烧伤后功能整形：

链接

163医院烧伤整形专家组曾被央视赞誉

唐主任为颏胸粘连的女大学生李雪平诊断

电梯又咬人“纯属操作失误”？

韶山南路一小区电梯老出事 支招：手挡电梯要过轿厢才安全

长沙市民谢

先生8月23日中

午12:28来电：我

在韶山南路华翼

府商住楼12楼上

班， 刚刚和我爱人一起下班，

准备坐电梯下楼，结果我爱人

的手被电梯门卡住了，吓得要

死，我们这里的电梯经常出事

咧。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董苏雪

电梯咬手是“操作失误”？

8月23日下午1时15分，谢先生

爱人李女士的左手中指仍在流血，

手提包的正面被血染了一大块。

谢先生和李女士同在华翼府

商住楼A座12楼的湖南华中矿业

有限公司上班。今天中午11时20

分许，两人准备回家吃午饭。

“当时， 老谢走在我身后，电

梯门开了之后， 我走进去还没站

稳，电梯门开始闭合，可是老谢还

没上来，我就用手去挡门，结果，

门‘嘭’地一下关上了，我的左手

被死死卡在两扇门之间。”李女士

形容，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电梯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像爆炸一

样，肯定是电梯质量有问题。”

被卡之后， 李女士马上按下

楼层“10”，电梯门重新打开后，她

的手指才解放出来。

谢先生下楼与李女士会合，

两人拨打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

话。“他们过来之后却说事故是我

操作失误造成的。”

李女士对于物业的说法表

示怀疑，“人没进到电梯里，我

们一般都是用手挡门， 这怎么

算是操作失误？”

来到监控室， 调出事发时的

视频记录。记录显示：上午11：21:15，

电梯门打开，11:21:18，李女士左手

护住左侧门进入电梯，11:21:22，李

女士左手被两扇门夹住。随后，在

电梯门即将闭合的一刻， 紧随其

后的谢先生试图用双手扳开门

板， 而李女士的左手一直停留在

左侧门板上。

“用手挡门时，手要伸过轿厢门”

保安部刘经理介绍，为了防

止乘客被夹， 电梯都有保护装

置，这就是红外线磁感光幕。安装

了红外线磁感光幕的电梯，只要

用户将手伸到光幕处，门就会自

动打开。当有人或物品碰撞到电

梯轿门侧面的红外线磁感光幕

时， 电梯门将立即停止关闭，并

重新打开，以防止乘客或物品被

门夹住。“如果李女士知道红外

线磁感光幕的位置，就不会发生

手指被卡的事故了。”

听刘经理这么一说，李女士仍

然有些不解，“我是用手去挡了电梯

门啊。” 刘经理找到一台空闲的电

梯为大伙演示，“李女士的左手如

果还往外伸一点， 电梯门根本不

会关上，更不会夹到她的手指了。”

那么， 红外线磁感光幕在哪

个位置呢？

刘说，电梯门是两层的，包括

外部的厅门和内部的轿厢门两个

部分，但这两扇门并非紧密贴合，

而是有一定间距的。“红外线磁感

光幕就在这两扇门之间， 准确地

说，是安装在内部的轿厢门上。”

“但是一定要记住，用手挡门

时，手一定要伸长，并且超过轿厢

门（电梯内侧门）才能达到重新开

门的效果。 否则， 一定会把手夹

伤。 李女士就是因为手指还没触

碰到光幕的位置， 没办法重新打

开电梯门，导致手指被夹。”

老式电梯要挨到门上的铝合金

刘经理提醒市民， 年代较

为久远的高层建筑使用的电梯

与目前的电梯有一个区别 ，即

传统电梯停止关闭并重新打开

的功能由安全触板实现， 而当

下使用的电梯的这一功能则由

红外线光幕来实现。

安全触板是电梯内侧门（轿厢

门）上的铝合金块，在关门过程中，

必须轻推这个铝合金（触板）门才会

自动打开。“使用安装了安全触板的

电梯时，若要防止被夹，用户的手一

定要挨到电梯内侧门上的铝合金，

才能使门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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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邹先生8月23日晚

7:23来电： 我是岳麓大道湖南商

学院门口的商户， 据说商学院有

个学生死了。

8月23日晚8时许， 商学院位

于岳麓大道的正门已经封闭，校

门内外拥满了围观者。 距离校门

约10米远的马路上，多名中年男女

围在学校附近， 嘴里不停地念着：

“才大三咧，出去实个习就死了。”

他们口中的大三学生名叫刘

洋，刚满21岁，是湖南商学院大三

的学生，读行政管理专业。

刘洋的妹妹告诉记者：“哥哥

放暑假在家，接到老师电话让他去

望城县实习，去的第三天就没了。”

刘洋实习的地点是望城县白

箬铺镇光明村， 跟他一起去的还

有另外2名校友。“8月18日， 他和

其中一名同学到河塘里游泳，同

学从塘里出来没看见刘洋就自己

回宿舍了， 到了宿舍没见到刘洋

又折回河塘， 其实刘洋在这名同

学上岸前就溺水了。”

刘洋是岳阳临湘人， 从小在

湖边长大，水性很好。刘洋的姑姑

说：“法医进行了尸体解剖， 结果

是溺水而亡，但是我们不敢相信，

水性这么好的他就这样去了。”

刘父默默地站在一旁。 姑姑

说， 他一夜间白了头。“刘洋放暑

假前跟家里人说，下个学期专心去

考公务员，现在却要我们白发人送

黑发人。”

学校大门内坐了一排老师，

一位身穿白色T恤的男老师说：

“他是商学院的学生，相关部门已

经在跟家属协商善后事宜。”

■记者 王为薇 李丹

实习生 董苏雪

大三男生游泳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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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好孩子鼻炎 比补课更重要

暑假是学生治鼻炎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