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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脑外科治疗的很多病例
中 ! 因治疗观念的误区使病情加重的人数占
%&'

之多" 很多人脑海中# 无效$# 治也没有用$

的观点占得很重! 不去主动了解新的技术发展
和新的治疗方法! 用传统治疗效果来考核所有
的治疗方法!有的人甚至放弃了治疗!造就了很
多悲剧的发生% 近期发生的几起精神病患者危
害社会的事件就是其代表"

在许多咨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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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脑外科专家曾经为
很多患者家属算了一笔账" 利用现代立体定向
手术治疗精神病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一次性治
疗!也是一次性投入" 但在以往的很多普查中!

很多患者却不愿意一次性掏出治疗费用! 而是
采用慢慢的磨治疗方法! 控制住就行" 于是几
十&几百的买药!好一点便停下来!总希望奇迹
的发生" 这种自欺欺人的治疗观念!伤害最深!

影响也最大"

实际在平常治疗中除了日常用药的费用!

还会产生很多的间接费用" 在反反复复的治疗
中!因患者发生的刑事案件&治安事件&突发事
件等等!光从经济上就要付出上千上万的费用!

还不算投入的人力和对亲人心理上所造成的损
失!这些都是无法进行计算的"

很多来郑的专家告诫! 要有效的治疗精神
病!不但技术很重要!而且患者的治疗观念更为
重要!不怕达不到目的!就怕走错方向" 选择重
于治疗!有好的正确的选择!才有让患者走向正
常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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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立体定向手术是目前国际上十分先进
的一种治疗精神病的高尖端技术! 它是充分利
用高精度立体定向仪来对核团进行准确定位!

特别是从原数据来分析靶点到可视性找靶点技
术升级后!不但可以解剖定位!而且还能进行功
能定位!使手术真正实现了微创!安全性和疗效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立
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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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清晰
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神经解剖学&神经电
生理学&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发展!还有高精度
立体定向仪的问世!使核团毁损的定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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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造影间接测量核团的方式! 发展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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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直接测量核团的方法! 而该方法对核团
靶点定位相当精确! 使得脑内神经核团的定位
准确性可以达到细胞水平!不但可以解剖定位!

而且能进行功能定位!手术创伤明显减少!安全
性增加!疗效显著提高!手术并发症大为减少"

在技术上! 随着临床上的多元化定位和多
靶点组合理论的不断完善! 目前现代脑立体定
向技术不仅能做到脑内靶点的精确定位! 而且
可依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和治疗的需要! 做靶点
部分毁损!既达到治疗的目的!又保留了手术靶
点的其他功能! 使现代脑立体定向技术真正做
到了微创!手术安全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脑
立体定向技术成为难治性精神病可供选择的最
有效治疗方法之一"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
国工程院王忠诚院士评价说! 现代脑立体定向
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标志着功能性神经
疾病的治疗!已经从以往的单纯药物治疗!向药
物治疗&手术治疗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功能性神
经疾病的外科手术方式! 已经从不可逆的毁损
术&切除术!向可逆性的电刺激术发展'功能性
神经疾病的外科手术目的!已经从单纯的治病!

向治病&功能保护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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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成功治疗众多顽固性精
神病患者的同时! 始终把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
位% 在建立的国内首家# 现代立体定向技术研究
小组$中!就有博士后&博士及研究生等众多专
家% 特别是本次# 幸福救助$活动救助中!就有全
军神经外科中心王本瀚主任& 原广州中山大学
神经科学中心博士后任廷文主任& 为# 铁锁怪
人$ 主刀的郭效东博士以及现代立体定向技术
研究小组专家杨俊国副主任医师& 中原地区利
用手术治疗精神病最多的郝文明&陆卫风&刘明
辉医师等专家团队% 他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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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轮流值班!为
我省精神病患者进行安全&有效的治疗!望广大
患者不要错过康复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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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的方法 找权威的专家 治疗精神病

# 拯救全家幸福$活动在*)6医院全面展开

特权车!脱下# 黄马褂$

今起!# 豫<$和# 豫!!!$号段的公车车牌将取消!很多市民大声叫好

以后 !在街上就看不到# 豫
<

$车牌号了%

为了治理郑州交通拥堵!倡
导# 依法出行$&# 文明出行$!省
公安厅和郑州市委市政府对特
权车动真格的了%

省公安厅发布消息!今日起
# 豫

<

$号车牌改为自编自选的民
用车牌!转籍至各省辖市车辆管
理所! 一个月内必须办理完毕!

否则重罚% 与此同时!郑州市也
取消带有# 豫

!!!

$号段的公车
车牌!一律改挂民用车牌%

昨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
息!今日起# 豫

<

$号车牌改为自编自选
的民用车牌%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说!

近期! 我省少数公务车辆不遵守交通法
规!乱用警灯&乱鸣警笛&乱闯信号灯等
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社会反应强烈!

影响了党政机关形象!影响了交通秩序%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此高度关
注!先后作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对少数
公务车辆交通违法问题进行认真治理%

因此!省公安厅在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报经省委&省政
府同意! 决定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取消

# 豫
<

$号牌!所有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
使用的# 豫

<

$号牌!全部采用自编自选
方式更换为民用号牌! 转籍至各省辖市
车辆管理所!一个月内全部办理完毕%

但是! 政法机关的车辆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符合警用车辆条件的!可以改挂
警车号牌'不符合条件的!改挂普通民用
号牌! 新号牌一律采用自编自选号牌系
统编发!由各单位统一组织办理!换发工
作不收费%

# 豫
<

$&# 豫
!!!

$停用了!会不会变
身其他特权号!而这个号只有交警知道+

对此!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
人说!社会上流传着交警手中有官员车
号% 其实!根本不存在这回事%

这位负责人说!今年
9

月!省公安厅
厅长秦玉海在郑州调研交通拥堵时说!

要严查特权车% 由政府牵头!成立由交

警&省军区&省武警总队&监察厅&省文明
办等部门组成的特权车辆治理领导小
组! 开展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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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特权车专项治理!

严厉打击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军车&警
车& 公务用车等特权车辆的违法违章现
象!减少道路的拥堵%

也就是说!无论特权车如何变身!交
警都严打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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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特权车动真格了%很多市
民对于河南警方的举动表示称赞%

# 豫
<

$是第一个倒下的特权车
牌!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还有市民说!特权车严重影响
党&政&军形象!也间接造成交通秩
序混乱% 取消# 豫

<

$号车牌只是一
个好的开始!相信有关部门接下来
也会整治军车&警车等特权车%

# 好( 好( 太好了( $昨日下午!

得知郑州警方取消# 豫
!!!

$号段
的公车车牌!家住经五路上的张先
生!一连喊出

6

个# 好$来%

# 早就该取消这些特权车的牛
号了( 他们为何在街头上耍特权+

一方面那些司机天天跟领导在一
起 !觉得高人一等 '另一方面 !他
们的车辆号牌很牛! 一般交警不
敢查 !也惹不起 !时间一长 !他们
就牛了起来( 就随意闯红灯!乱变
道了,,$张先生说%

出租车司机小张得知这个消
息后说-. 我天天在街上跑车!每天
都看到特权车在耍威风% 好多老百
姓都指着他们的后背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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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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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浙江省平
阳县在国内首推把全县各乡镇&县
机关各单位及下属机构&各国有企
事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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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公车) 公&检&法&

司等已有特殊标志除外* ! 全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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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的新车牌! 新车牌
的
>

即为公字的首个拼音字母!实
行公车统一牌照管理%

据介绍! 这项举措实施后!当
地公车私用现象大为收敛!公车费
用明显降低%

郑州市民刘先生说!我省不仅
可以学习浙江经验!还可以把每辆
公车的挡风玻璃角上张贴. 公$字
标志!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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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治理郑州交通
拥堵&树立交警执法权威&加强交通
管理&改善民生的要求!进一步规范
公务车辆管理!倡导. 依法出行$&. 文
明出行$理念!确保郑州市道路平安
畅通% 郑州市加大对公务车辆交通违
法的曝光和查处力度%

. 郑州市公安局立即着手研究加
强公务车辆管理% 经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群众意见! 报请市委& 市政府批
准!决定从即日起!取消全市公务车辆

0 豫
!!!

1号段车牌!改挂民用车牌% $

据了解 ! 目前郑州市拥有 . 豫

!!!

$号段车牌的公务用车!约
6++

多辆%

这
6++

多辆. 牛号$车!全部为郑州市
市属机关各单位用车%

郑州市交警支队一负责人介绍!按照
新规定 !郑州公务用车. 豫

!!!

$号牌车
辆全部改用民用号牌! 不设专用号段!和
所有机动车一样!通过自编自选方式发放
号牌%

目前民用的. 豫
!!!

$号段车牌!依旧
照常使用%

有关负责人透露 ! 此次淘汰的
6++

多个. 豫
!!!

$号段公务用车牌 !交警支
队将封存一段时间 !待车号紧张时再予
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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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民张先生说!. 豫
<

$ 号的
取消和启用曾经历两度沉浮!他担心
这次取消后会不会卷土重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
人说 !根据省公安厅的规定 !这个

车牌将消失 % 即使部分政法机关的车
辆也不允许再挂这个号牌 ! 而改为警
用牌 %

至于. 豫
<

$会不会重出. 江湖$!还不
好说!目前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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