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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鼻窦炎患者! 看过来"

微创治鼻炎
! 现场直播"

近期#郑州天气变化频繁#越来越多的市民遭遇
了鼻炎困扰$! 鼻炎的治疗方法我关注了不少#觉得微
创治疗比较先进#时间短#也不需要住院#就想着带孩
子治疗一下#以后他就可以安心学习了#不再受鼻塞%

流鼻涕的困扰$ "领着孩子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耳鼻喉
中心就诊的王先生说# 孩子确诊患有鼻炎和鼻窦炎#

治疗方案也已经定了# 需要采用等离子技术%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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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窥镜技术来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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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传统的鼻窦手术常常完整剥离上颌窦的黏膜#使
人体失去了具有自身保护和防御功能的重要结构$ 此外#鼻
窦的位置隐蔽难以直视#传统鼻窦手术的视觉系统不完善#

术中看不清鼻腔和鼻窦内的结构#容易造成病变残留$ 这些
因素都将留下日后病变复发的隐患# 使鼻窦炎患者虽经多
次手术仍难以治愈$

而功能性鼻内窥镜微创手术是一种全新的技术# 它的
亮度相当于无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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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的小孔可将病变组织放大
数倍$ 因此#患者病变部位可被医生一览无余#清晰的视野
使手术达到更精细的效果# 并在镜下结合鼻窦电动切削系
统及等离子微创技术# 直接进入鼻窦内将病变组织进行消
融#清除病灶$ 使手术达到更精细的效果#能进行到以前不
易到达的区域# 从而将以前传统的破坏性手术转变为在完
全清除病变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鼻腔生理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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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小王鼻窦炎手术的现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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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河南省军区医院耳鼻喉中心治疗室
患者自述&大部分时间总是鼻塞%有脓鼻涕#还不时头

痛$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特别堵塞#有时候会打呼噜#起
床之后口干舌燥#成天头脑昏沉#记忆力也不好#在课堂上
总是擤鼻涕#周围同学都会侧目#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成绩#

鼻塞那个憋的感觉可真不是滋味#下决心用手术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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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进行内窥镜下鼻腔检查并仔细研究鼻窦
23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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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下鼻甲肥大%双侧慢性鼻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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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 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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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下行上颌窦根治
术'采用等离子技术进行鼻甲消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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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经过&开始常规消毒%局麻%在鼻内窥镜下进
行双中下鼻甲等离子消融术$ 在鼻窦内窥镜下切除钩突#用
鼻窦微型动力系统治疗病灶#切除筛泡#开放筛窦$ 扩大上
颌窦开口#吸净窦内脓液后#以高分子材料填充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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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完毕$

手术结束后# 省军区医院耳鼻喉中心主任医师陈玉霞
告诉患者#现代社会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严重#耳
鼻喉疾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急性期没有得到及时
正确的治疗#或者一般的常规方法无力控制病变#往往致使
鼻窦炎迁延存在并反复发作$ 对于出现黏膜肥厚%变性%息
肉增生% 纤维化以及因此造成的通气和引流障碍的鼻窦炎
患者#往往不是药物能够治疗的#内窥镜下的手术治疗才是
关键$

此外#陈主任还解释道&青少年时期由于机体各器官的
形态发育和生理功能的不完善# 造成抵抗力和对外界适应
力较差#因此更容易引发鼻炎$ 在日常生活中应特别注意防
治感冒#慢性鼻炎多数由感冒引发$

据悉# 河南省军区医院当前可开展四十余项耳鼻喉微
创治疗技术#如筛前神经阻断技术治疗过敏性鼻炎#等离子
低温消融治疗慢性单纯性鼻炎%肥厚性鼻炎#鼻内窥镜微创
技术治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以及纤维喉镜下声带息肉%

声带小结的微创治疗等#在治疗各种中耳炎%耳鸣耳聋%慢
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甲肥大%咽喉炎%扁
桃体炎%腺样体肥大和声带息肉%声带小结等疾病方面#讲
究微创和高效#能为不同的病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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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解车站外迁&从家到车站的时间#都快赶上从车站到目的地的时间了

车站外迁能解堵( 挺难

昨天#郑州老客运南站%京广
站迁出三环外$

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区交通
堵塞问题#接下来#郑州还将陆续将
城区内长途汽车站%线路迁往城外$

新南站的试运营# 也给郑州
汽车站外迁提出了这样一个难
题&在公交%地铁等周边条件不具
备的情况下# 如果急于把汽车站
都迁出市区#弊大于利$

郑州长途汽车站外迁的本意
是减少城区交通压力# 并给乘客
提供交通便利$ 而多数乘客认为#

为赶到位于城外的长途汽车站 #

乘市内公交车的时间长了# 有的
还要多次转车# 势必增加市内公
交车的客运量# 同样会增加城区
交通压力$

昨天是郑州客运新南站试运营第
一天#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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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公交线路连接中心
城区和新南站#但乘客来往于火车站和
新南站#还是出现了换乘难题$

目前#郑州火车站和新南站之间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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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交车# 尽管几分钟
就有一趟车来#但趟趟爆满$

郑州新南站的搬迁只是郑州车
站外迁的开篇之作#接下来#除中心
站外#郑州其他客运站也要外迁$

按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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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 除中心
站之外#城区其他车站也将外迁$

记者查阅相关规划发现# 新规划
的客运站都在郊区# 其中郑州综合客
运中心在商鼎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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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西' 新客
运北站在郑花路东%连霍高速公路南'

新客运西站在郑上路北%站前大道东'

郑州旅游客运站则在嵩山南路与南三
环交叉口'荥阳客运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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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与桓
公路交叉口西北角$

不少乘客和专家担心#客运站都
远迁出市区后#将面临着和新南站一
样的难题&如何既快速%经济地把郑
州城市中心区的乘客运转到新车站#

再把新车站的乘客运到中心城区$ 这
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新车站无人
去# 大量乘客囤积在城市中心区#将
会出现客运大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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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将来郑州多数车站要外迁#

张先生很是不解#! 车站最大的优势
是门对门的服务#外迁后无疑会给乘
客带来不便"$

郑州交通部门相关人员说#车站
外迁最大的好处在于缓解市内交通
压力#也使乘客出行更便捷$

郑州交通运输集团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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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辆客运大巴# 日发送班次

0***

余次#

车辆每天从城区穿行至各地#势必会
给市区交通带来压力$ 该负责人说#

考虑到铁路客流集散#将来汽车中心
站仍保留在市区#但也会减少车辆和

班次#以缓解火车站地区堵车现象$

昨天# 位于陇海路上的老南站%京
广站搬走后#陇海路%新郑路的交通状
况确实有改观#但! 不明显"$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谷建全
认为#客运站外迁并没真正起到解决城
市交通堵塞问题的作用$

他说#本来一辆客车可以把
-*

名左
右的客人运进运出市中心#现在乘客必
须通过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等交通
工具到市中心或去城郊#无形中一辆车
变成了几十辆车#反而加大了城市交通
的压力$

对于车站外迁# 家住郑汴路的陈
先生认为#车站外迁更应尊重民意$

在他看来#车站搬出去了#乘客只
能到城外车站乘车# 车站外迁究竟会
不会给乘客带来不便# 他们愿意不愿
意到远在城外的长途车站乘车# 相关
部门更应重视# 不能因为客运站在中
心地带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就把客运
站一味边缘化$

昨天#听说京广站搬了#一位老先
生给河南商报记者打电话称#从家里打
的到车站的钱#都超过了乘车到目的地
的钱了$

还有乘客认为#虽然从车站出发到
目的地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是从家里
赶到车站的时间增加#而且因为乘客减
少#班次时间拉长#等车的时间长了#总
体花费时间大大增加#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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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站的第一天 质疑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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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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