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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微创治疗
解决四种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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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问诊!省军区医院耳鼻喉主任医
师王章发现!这几年!李华一直口服抗过敏药
和滴鼻药水!但没有效果!这表明药物治疗对
他的病情已无济于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手
术治疗"

但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手术方法!像李华
这样的情况至少需要进行三次外科手术 #首
先!解决息肉样变问题!同时!做下鼻甲部分切
除$然后!通过第二次手术解决上颌窦炎问题$

到做第三次手术时! 才能进行过敏性鼻炎治
疗!切除敏感神经"

然而!即便是进行三次手术之多!也不能说
李华就没有了% 后顾之忧&"% 传统疗法复发率很
高!他随时可能在短时间内病情复发" &军区医
院耳鼻喉副主任医师吕旭霞告诉笔者! 李华刚
"#

岁!手术可能造成的损伤是需要重视的"

经专家会诊后!一致建议!李华的病情可
实行鼻内窥镜微创治疗! 将以前需要分

$

次的
治疗

%

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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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手术在省军区医院耳鼻喉诊疗
中心进行!分四步#

医生先对李华施行了局麻!在电脑内窥镜
下通过智能鼻窦动力切削系统为他进行了息
肉样变的治疗$随即利用低温等离子技术消融
了肥大的下鼻甲$然后通过鼻窦电动手术刀实
施上颌窦开放引流根治$最后!利用神经阻断
技术治疗过敏性鼻炎!一次解决了传统手术三
次才能解决的问题"

整个手术过程医生都是在电视监视系统
下操作! 通过放大若干倍数的电脑鼻内窥镜!

医生可以清楚地看到单靠肉眼无法看到的病
变部位的解剖结构!使治疗更精细'更准确'疗
效更高!清晰的视野确保操作更安全"

% 术后
$

天左右!就感觉症状大减!等第
&

天
复诊时!鼻腔内的夹膜一经取出!鼻腔通气即
刻恢复到正常状态" &令李华痛苦尴尬几年的
鼻塞就此% 终结&!他直言仿佛重获新生!整个
人有说不出的清爽带劲"

./012

过去!做一个鼻息肉'鼻窦炎手术非得要
打开鼻腔! 把病人的脸从下往上掀个底朝天!

病人受到重创! 痛苦不说! 恢复起来极慢$现
在! 省军区医院开展了鼻内窥镜下的微创手
术!微创效果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治疗时间
短!不用住院!还能使病人得到更好'更安全有
效的治疗"

据了解!省军区医院目前可开展耳鼻喉微
创手术

'(

多项! 比如功能性鼻内窥镜微创技
术' 低温消融技术及等离子神经阻断术等!以
其高安全性' 确切疗效而受到众多家长的关
注" 尽管这段时间天气变化比较大!医院还是
经历了持续的学生患者就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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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都将% 老虎机&店铺搬到中陆购物
广场鞋城!又这么明目张胆地开张呢(

提到% 电子专卖店&!中陆购物广场招商
处一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房租很便宜!上下两
层一共

%((

多平方米 ! 一年的租金才两万
元! 平均每平方米每个月

%)

元 " 而招商初
期!有优惠政策时!这里每平方米每月的租
金大约在

$(

元"

% 除此之外! 其他费用我们什么都不收!

还负责替商户集体办理营业执照"&这名工作
人员说"

昨日下午!记者将情况向二七区工商局南
三环工商所进行了反映"

昨日下午
*

时许! 该所副所长安伟峰反馈
信息说! 这些商户全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他
们已经派人开始查处!但进入第一家后!其他
商户全部将大门紧锁!溜之大吉" 但在第一家
没有查获赌博机"

安伟峰表示!他们已与中陆购物广场方联
络!这些商户的合同还没有签署完毕" 但他们
会坚决查处下去!若发现违法经营!依法该没
收就没收!该处罚就处罚"

一条街放鞭炮
公开卖% 老虎机&

+(多家% 老虎机&专卖店集体开张
地点在中陆购物广场鞋城东北角
工商部门称将对其坚决查处

$(

多家% 老虎机&专卖店集体开张" 这事就发生在郑州市京广路与南三环交
叉口的中陆购物广场鞋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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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机!俗称% 老虎机&!不允许在市场上
流通销售"

昨日上午!有市民向商报反映#在郑州市
京广路与南三环交叉口的中陆购物广场鞋城内!

有
$(

多家销售% 老虎机&的专卖店集体开张"

昨日下午
,

时许!记者来到该市场内东北
角!发现紧邻南三环北边沿街的一排门面房!

一字排开十几家写着
!!

电子的商店正开门营
业" 路面上!厚厚一层庆典鞭炮红色纸屑经雨
水浸泡!红彤彤一片!显得极为喜庆"

在商店内!则摆满了各种游戏机和% 老虎

机&"

随意走进一家电子游戏专卖店! 除了摆
放在门口的几台游戏机外! 其余多为% 老虎
机&#大型转转机'大满贯连线机等"有的专卖
店还印制了精美的宣传册"

位于十几家专卖店正中间的一家专卖店
内!一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年男子说!这里一共
有
$(

多家% 专卖店&!都是前一段集体搬到这
里来的!于

&

月
,%

日上午集体开张" 为了制造
气氛! 这些商户都在门口燃放了至少万响的
鞭炮"

!Z[

二七区工商局南三环工商所副所长安伟
峰说!有关部门曾多次组织开展查处行动!取
缔无证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没收销售赌博机"

但就在这两天! 中陆购物广场鞋城内突
然有了

$(

多户销售游戏机的商户"

在一家名为恒盛电玩的专卖店门口!一
男子向记者透露! 他们这里的商户多是从火
车站和摩配城搬过来的! 因为那边让媒体曝
光后!被查处了"

% 你是在哪里开( &男子问" 得到答案后!

男子向记者推销起来!% 我们这里的) 机子*

+ 赌博机,有上千种!很多都没有摆出来" &

在一家名为明辉电子的专卖店门口!一

中年女子也极力游说记者购买"

% 买我的机器!

$

个月挣
%((

万元没问题&!

女子说!她有上百种机型" 这些机器最贵的每
台
%

万多元!但也有几百元一台的" 普通的每台
价格在

'((-%'((

元不等"

女子还说!可以和她联合经营!她出机器!

记者出钱和场地!提成三+ 女子三,七+ 记者七,

开" 如果提成五五分!有人查处!她可以帮忙摆
平关系"

这名女子表示#% 没关系谁也不会在这儿
公开销售赌博机" &

记者数了数!整个市场有
$*

家销售赌博机
的商户"

!\]

!"#$ %&!'

()*+,-./0123/456789:;<=>?9>@ABCDEF.G

HIJK;L?

!"^_̀ abcdefghijk

Nlm̀ n7opqrstjuvw

xNm!"^_g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