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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我患有鼻息肉"而且也有鼻窦炎"我今年已经快
$%

岁了"我是否适合做微创治疗呢# $家住新郑的王震喜% 化名&

老人在儿女的陪伴下前往军区医院看诊" 老人自述深受鼻窦

炎'鼻息肉折磨"( 都说治疗起来很受罪"怕我身体吃不消) 原

本打算就这样熬下去呢) *老先生说"儿女们了解到有先进的

微创技术能治这个老毛病"特意带他前来就诊)

在仔细询问+查看了老人的病史以及身体状况后"济南军

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首席专家胡团元表

示"王老先生完全可以采取鼻内窥镜微创治疗"并为老人制订

了科学详细的治疗方案"整个治疗时间将控制在
&%

分钟左右"

鼻窦炎和鼻息肉一并进行处理"不需要住院)

据了解"近期接诊的患者中"有很多是鼻炎'鼻窦炎及鼻

息肉! 老病号*"而且多数是重症患者"他们在专家指导下"利

用微创技术有效的治疗了疾病"随着术后复查"病情的好转"

病患均感觉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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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鼻炎患者老谢"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为此"他患鼻

息肉多年来只能忍受煎熬)! 做个手术得住院十来天"得花五

六千块"我想想就放弃了)*老谢说"村子里一个邻居在军区医

院治疗了鼻炎"效果很好"而且没有住院)自己患病这么久了"

老拖着也不行"于是决定前来治疗)

! 没想到"正逢这次活动"专家亲自指导了我的手术过程)

今天通过复查"鼻子跟正常人一个样"我很高兴"不知道说什

么好)*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善言辞的老谢难掩激动的心情)

据悉"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鼻炎很多人选择强忍"对鼻炎

的忽视是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则是担心治鼻炎疼痛' 开刀住

院'耗时"影响工作学习) 而内窥镜微创治疗正避免了上述担

心"术中痛苦小"时间短"多数患者不需住院"术后反应轻'恢

复快"是一种易为患者接受和认可的治疗方法)

目前省军区医院可开展耳鼻喉微创治疗技术
(%

多项"如

针对过敏性鼻炎采取筛前神经阻断治疗" 鼻窦炎可采取鼻窦

内窥镜微创技术"在鼻内窥镜下打开窦口"使其自然引流"疗

效较佳" 鼻甲肥大等黏膜增生肥厚性鼻炎可利用低温等离子

技术进行消融治疗等等)绝大多数耳科'鼻科'咽喉'声带问题

都可通过合适的微创方式治疗)微创治疗和传统手术相比"因

为创伤小'痛苦小'出血少'治愈率高而深受鼻科医师以及广

大患者的欢迎)在我省"正是省军区医院最早将该技术运用于

临床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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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鼻炎权威专家全程指导
明天将结束

据悉"有意选择微创技术进行鼻炎治疗的患者"治疗全程

省军区医院将安排济南军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会副

主委'首席专家胡团元主任亲自指导进行"力求让每位预约患

者都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活动时间截止到
'

月
)'

日"仅剩

今明两天)

预约电话,

!"#$%&'"&(###

"咨询网址,

!!!"#$%&'()*+

鼻炎患者
信赖微创治疗

截止到本月
*'

日" 省军区医院针对就诊的鼻炎患

者安排权威专家全程指导微创治疗的活动就要结束"最

后这几天"医院迎来了一个就诊治疗的高潮)- 我现在

能够肉眼观察到鼻道内有一块突出的肿物"红红的"不

知道是不是鼻息肉# 微创治疗得多长时间呢# *! 我鼻子

不通气好几年了"怎么确定是鼻炎呢# *! 微创技术能治

疗鼻窦囊肿吗# *..通过热线
+,&+-$$$

进行咨询的

患者不断"此外也有很多患者直接前往省军区医院与专

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专家全程指导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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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在郑州

市国际会展中心外空地上" 郑州市
*/%

急救指挥中心的急诊专家来给交警六

大队民警进行交通事故急救知识培训"

涉及不少急救知识"不妨也来学学)

培训课模拟的是一起两车相撞事

故"其中一轿车司机受重伤) 急诊专家

对民警进行了培训" 教他们在
*/%

急救

人员到达前如何抢救伤员)

讲课的急诊专家是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急诊科医生罗伟贤) 据他介绍"经历

交通事故的市民" 如果想抢救其他乘客"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拨打
*/%

)然后"参与抢

救受伤乘客的市民应分工"由专人指挥

周围车辆绕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开张*%天被通知搬迁
谁不! 挪窝*封条! 伺候*

商场,新规划有利于吸引客流 不搬的要么停电要么贴封条
商户,这一搬我们的装修费就打水漂了
律师,商场没权贴封条 做法涉嫌侵权

遇到车祸想帮忙 这些知识很有用
观察是否有呼吸 建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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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地 一

大道商场一商

户刚开张十来

天 "就被通知需

要搬迁) 商场内

上百家商户面

临相同境地) 而

拒不搬迁的! 钉

子户 * 被停电 "

或贴上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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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一大道地下商场是郑州

火车站地区一地下服装商场"分地下

负一+负二两层"现由郑州人和新天

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负一

层于
/%%-

年
*/

月
/-

日开业经营)

刘芳% 化名&曾在火车站地区做过

生意"

/%%,

年初"刘芳夫妇看中郑州地

一大道位于火车站附近"位置颇佳"就

决定将店铺换到此处"赚上一笔)

/%%,

年
&

月" 店铺开始装修"刘

芳已听到风声"说是负一楼
0

区要租

给其他公司做女装)夫妻俩赶紧找商

场一李姓常务副总探口风) 但被告

知"女装不占用他们的位置"没啥影

响)

这句话成了定心丸)当时正值春

装换夏装" 装修过的店铺开业后"他

们就投了
'

万多元买了一批新货) 但

刚开业
*%

天"正准备大干的他们却被

商场工作人员告知"这个区域要变成

女装市场"他们家的童装店铺必须搬

迁到负二楼
1

区)

刘芳算了一笔账"刚装修的店面

花了
-%%%

多元) 如果换地方"还得重

新装修" 由于负二楼
1

区商户也被通

知搬迁到
2

区"! 我到
1

区用别人的店

铺"还得赔偿
1

区商户的装修费)赔大

了) *

刘芳夫妇拒搬后" 商场工作人员给他们

的大门上贴了个封条"封条上盖的是! 郑州人

和新天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红章) 第一

次"他们撕了封条继续开张"但被商场保安盯

梢"! 保安站在店铺门口"不让我们做生意) *

同时" 负一层儿童街上有店主反映"

0

区拒绝搬到其他区域的五六家商户"锁

被换"自己无法进自己的店铺"他们曾向

商场物业反映"但一直没结果)

商户也觉得很无奈"当初他们先被告

知交押金和租金后"才让签/ 商铺租赁合

同0 " 而合同上第三十条第二项中写道,

- 甲方或其代表有权对商场进行重新规划

设计"在规划设计中"乙方应无条件配合

并接受甲方的规划安排) *

- 这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商户说)

记者从郑州地一大道招商手册上看

到" 原本的负一层
0

区最初标注的是童

装街"后来规划成了针织内衣街)当问及

为什么改变最初规划时" 商场一孟姓副

总说"让
0

区商户搬迁到其他区域"是为

了商户利益考虑) 因为他们找专业人士

规划"不同区域做成专业区"这样才能吸

引更多客流) 他们的做法都是按照程序

走的) 现在有些商户刻意扮演成- 弱势群

体*"是别有用意"想获得更多赔偿)

- 贴封条是因为他们拖欠房租) *孟姓

副总表示"他们也是无奈之举"商户不交房

租"只能采取这种措施)当记者问及商场是

否有权贴封条时"他却不回答)

- 我没拖欠房租) *被贴封条的一服饰店

的王姓老板说"他的房租到下个月才到期)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常泊阳律

师说"商场这一做法涉嫌侵权)郑州人和

新天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给所有商户签

订相同的/ 商铺租赁合同0 "并且商户多

是在先交钱后"再签合同"使商户的选择

权变小"这种合同被称之为格式合同)按

照我国/ 合同法0第
3,

条规定"如果甲方

扩大自己权利"免除自己责任"加重乙方

义务) 签合同时" 应予以黑体字标出并说

明"否则改条款被认定无效)

常泊阳律师指出" 至于商场私自贴封

条"这是非法行为)一般查封店面是由公安

部门+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在法律授权的

前提下工商+税务部门可以查封) 商场的做

法涉嫌民事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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