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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社会

本报9月15日讯(通讯员
赵长林)近日，在潍坊市中医院
手术室内，神经外科专家经过
患者鼻腔，小心翼翼地从颅内
取出一个“桃仁”大小的瘤体，
饱受衰老之困达7年之久的韩
女士，重新恢复了正常生理状
态。

据了解，今年43岁的韩女
士老家是在寿光农村。7年前，
韩女士莫名其妙地出现浑身无
力、头晕症状。起初，韩女士以
为休息不好导致。可是半年之
后，闭经、记忆力减退等状况接
踵而至。令韩女士难以接受的

是，身体又出现了溢乳现象。
这些复杂的情况，让韩女

士寝食难安，她开始求医问诊。
辗转多家医院之后，均未发现
根本原因。虽然经过一些对症
治疗，但韩女士的状况并无改
善。在断断续续的治疗中，这种
状况一持续了7年。韩女士不仅
身体饱受折磨，对其工作和生
活造成了很大困扰。

2013年8月初，几乎放弃治
疗信心的韩女士，来到潍坊市
中医院尝试诊断。神经外科二
病区商建军主任接诊之后，认
为韩女士的状况并非功能性病

变，而是存有器质性改变。结合
以往各类检查结果，通过进一
步影像检查，发现在韩女士颅
内“藏匿”着一个桃仁大小的瘤
体，进一步确诊为泌乳素型垂
体腺瘤。在医学上，垂体瘤会改
变多种激素分泌，激素分泌的
增加或减少会造成身体机能紊
乱。在专家的解释之下，7年来
饱受衰老之困的韩女士，终于
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小小的“桃
仁”所致。

虽然泌乳素型垂体腺瘤大
多可以服用药物治疗，但韩女
士服用药物后难以耐受，并且

效果不佳。经过病例讨论，手术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神经外科二病区治疗团队
经多次讨论后，为韩女士制定
了内镜下经鼻蝶实施切除的微
创治疗方案。该技术在潍坊属
于空白，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为了迈出医学上这一步，为了
最优化治好韩女士病症，商主
任带领大家反复进行术前模拟
演练，做好了周密的术前准
备。

8月23日，在手术室内，
商建军主任和周川主治医师使
用直径仅为4mm的鼻内镜为

手术工具，无阻碍地通过了鼻
腔自然通道，抵达手术位置。
依赖精细的手术器械，不仅避
免了开颅的创伤，也无需折断
鼻中隔和扩鼻器扩张鼻腔，手
术位置的视野通过电视屏幕放
大后，提高了操作准确率。经
过1个小时，整台手术顺利完
成。

经过术后半个月时间的康
复观察，韩女士各类症状逐渐
消失，闭经溢乳等问题随之而
解，实验室检查泌乳素正常，曾
经怀疑提前进入更年期的韩女
士重新恢复了正常生活。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赵
磊 通讯员 张鹏 孟祥超 )

青岛城阳出租车司机王某，目
睹毒品交易后不及时报警却与
犯罪分子套近乎，自己干起了
贩毒的勾当。9月15日，记者获
悉，王某未曾料到自己出师不
利，毒品尚未出手即被诸城警
方抓获。

9月8日晚上10点30分左
右，诸城市兴华路派出所巡控
民警巡逻至繁荣路某商厦门口
时，发现一辆青岛牌照的出租
车长时间停靠在商厦门口。商
厦早已经关门了，巡逻民警当
即上前盘问。车上两男青年均
为平度口音，神色慌张，表情异
样。

“我们要求他打开后备箱
接受检查时，其中一名男子神
情激动，吵闹着质问凭什么检
查？”民警对记者说。在打开后
备箱后，民警发现后备箱内一
白色皮桶内放着一黑色塑料
袋，里面放着一把用来吸食冰
毒的溜冰壶。旁边的白色小盒
子内，放着一包白色粉末状如

冰毒的东西。后经民警连夜审
讯，该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

2013年8月份的一天，犯罪
嫌疑人王某在青岛城阳开出租
车期间，无意间在自己车上目
睹了一起毒品交易行为。王某
没有想到举报，反而主动跟后
座上的青年聊了起来，两人越
聊越近乎，后来两人还相互留
了手机号码。见王某很好奇，后
座上的青年更是大方地对王某
说：“以后如果需要，请尽管开
口，绝对给你最低价！”

一段时间后，早已将此事
淡忘的王某，突然接到诸城一
陌生男子的电话，细聊一番后，
才想起对方是以前曾坐过自己
出租车的诸城籍乘客。一番寒
暄后，对方说出了自己打电话
的目的，问王某有没有门路帮
忙购进10克冰毒？并承诺事成
之后，会有1000元的辛苦费。王
某猛然想起曾坐过自己出租车
进行贩毒交易的青年男子，便
当即电话联系了该青年男子，
约好了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在

青岛即墨市通济街某村庄处，
青年男子以低于市场价50元的
价格卖给了王某10克冰毒，并
送给了他一个溜冰壶。青年男
子还表示，事成之后再还钱即
可。

拿到毒品后的王某，经过
仔细琢磨，认为自己一人前往
诸城不稳妥，于是便将同村在
城阳开出租车的表弟刘某叫
上，并许诺给其300元的劳务

费。临出发之前，王某将购得的
毒品放进了刘某出租车的后备
箱，当刘某问起晚上去诸城干
嘛时，王某都以有事搪塞过去。

当晚22时许，刘某拉着王
某顺利到达诸城繁荣路某商厦
处。跟买家接通电话后，买家说
要去取钱让其再等等。结果，王
某等人被警方发现。

目前，王某和刘某二人已
被诸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一妇女七年前莫名怪病缠身

颅颅内内取取出出““桃桃仁仁””瘤瘤摆摆脱脱病病痛痛

《摩托轿车相撞一人受伤》追踪

半个月了

他仍昏迷未醒
目目睹睹毒毒品品交交易易，，跟跟毒毒贩贩套套近近乎乎
的哥兼职贩毒赚外快，一笔交易都没完成就被抓获

儿儿子子吸吸毒毒被被母母亲亲举举报报
警察顺藤摸瓜打掉贩毒团伙

本报记者 李涛 本报通讯员 苑国强

凌晨，房间内

频现打火机声音

11日凌晨4时许，安丘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到该市某村孙
女士的举报电话，称其儿子李
某偷偷在家抽“大烟”，希望公
安机关帮助她管管儿子，让其
戒掉毒瘾。该局刑侦大队禁毒
中队民警接报后，立即驱车赶
往举报人家中。

原来，孙女士23岁的儿子
李某之前一直在潍坊打工，10
日突然回到家中，也不与父母
交流，自己反锁在房内。11日凌
晨，孙女士听到儿子房中不时
传来打火机的响声，她透过门
缝看到房内烟雾缭绕，儿子正
在吸食通过塑料瓶过滤出的

“白烟”。这一幕让孙女士立即
想起电影中“大烟鬼”的形象，
她断定儿子是在吸毒，联想到
吸毒者被毒瘾纠缠的种种惨
状，孙女士既痛心又害怕，为了
挽救儿子，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孙女士的劝说下，李某
比较配合地走进警车。同时，民
警还从李某房中查获了一套吸
食冰毒的工具。

丢了工作

还欠下万元外债

据李某供述，今年3月份，
其在潍坊打工时首次接触冰
毒。一开始听信毒贩所言“溜
冰”(即吸食冰毒)不会上瘾，不
曾想从第一次吸食李某就深陷
其中不能自拔。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某
“溜冰”的频率从十几天吸食一
次，发展到一两天便要吸食一
次，一旦毒瘾发作，他就会坐立
不安、头疼、失眠，只得再次吸
食缓解症状。就这样，李某吸食
冰毒的频率和剂量逐渐增加。
因为吸毒，李某丢掉了工作，不
仅将打工所赚的两万余元钱全
部购买了毒品，而且还欠下了1
万余元的外债。

10日，在外实在无法生活

的李某回到家中，他本想借此
戒掉毒瘾，但仍旧没能克服诱
惑，深夜偷偷将从潍坊带回来
的毒品拿出来吸食，不料却被
母亲发现。

“我理解母亲的做法。我只
恨自己不争气。”李某对民警说。

民警了解到，李某所吸食
的毒品，并不是孙女士所说的

“大烟”，而是一种比鸦片更易
成瘾、对身体危害更大的新型
合成毒品——— 冰毒。吸食冰毒
不仅会很快成瘾，而且还会导
致人体神经系统永久性且不可
逆转的损伤。长期吸食冰毒，严
重损害人体的心脏、肾和肝等
器官和免疫系统，可导致吸毒
者刻板动作，如摸索、耸肩和摆
头，并可进一步发展为震颤、随
意运动障碍、木僵，甚至抽搐发
作，直至死亡。

警方顺藤摸瓜

打掉贩毒团伙

为了尽早捣毁这一危害

社会的贩毒团伙，安丘警方
迅速调集禁毒警力，于11日
当天，赶赴潍坊侦查布网。
当晚20时许，民警成功锁定
一名嫌疑人的行踪。然而，
正当民警准备对这名毒贩实
施抓捕时，却发现其频繁与
他 人 联 系 ， 并 驾 车驶离 住
处。为避免打草惊蛇，确保
将贩毒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民警决定暂缓收网，寻找最
佳出击时机。

11日晚22时许，经近两个
小时的斗智斗勇，民警果断出
击，在潍坊市区某路段，一举
将行车至此处的3名贩毒团伙
成员抓获。

经查，3名毒贩韩某、刘
某、李某某均为外省来潍务工
人员，3人因吸毒相识。2012
年以来，3人相互勾结，开始
在潍坊城区贩卖冰毒，涉案冰
毒达1000余克。

目前，韩某等3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安丘警方刑事拘
留。

“我儿子在家抽大烟，请公安机关帮我管管儿子……”11日，家住安丘某村
的一位母亲向警方求助。安丘警方顺藤摸瓜，成功打掉一贩毒团伙，3名团伙成
员全部落网。

毒品就放在出租车后备箱里面。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张浩)
9月1日上午9点，在胜利东街人民
广场前，一辆摩托车与一辆轿车
相撞。摩托车驾驶员头部受伤出
血，被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送
往脑科医院做手术(本报9月2日
C07版)。如今，半个月过去了，伤
者仍躺在重症监护室中昏迷未
醒，面对巨额的医药费，他的家
人难以负担。

14日上午10点，在潍坊市脑
科医院11楼重症监护室门前，来
自安丘市辉渠镇，57岁的王庆福
既憔悴又着急，儿子躺在重症监
护室里面，由专门的护士照料，王
庆福帮不上忙，只能在外面等。

噩耗来自十几天前的那个
上午，王庆福跟往常一样去地里
看看即将成熟的花生，这是家里
的主要收入。当王庆福还在地里
忙活的时候，有人跑来通知他，
大儿子王军委出事了。

王庆福赶到医院的时候，手
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又过
了两个半小时，王军委被推出了
手术室。手术后的第一天，王庆
福和儿子王磊两个人用人工呼
吸机捏了一晚上，保障王军委的
呼吸。

王军委的情况比一般病人
严重的多，医生说是头部“弥漫
性脑肿胀”，这种情况的死亡率
很高。王庆福打了个比方，“就像
西瓜摔在地上一样”。“他平时身
体很好。”王军委的弟弟王磊说，
哥哥是在建筑工地做预埋钢筋
的工作，这种活身体不好的也干
不了。医院的大夫也说，要不是
王军委身体素质好，可能第一个
晚上都挺不过。王军委的母亲得
知此事后哭得死去活来，被家人

“骗”回了家。
手术结束后，王军委一直处于

昏迷状态，刚开始呼吸都时断时
续，现在情况慢慢地有所好转了，
但是巨额的治疗花费却让一家人
倍感无奈。“一天得将近一万块”，
王磊说，轿车驾驶员曾托朋友先后
送来了7 . 2万元，已全部用于哥哥
治疗，家里的亲戚也借遍了，上周
六的时候因为欠费停过一次药，现
在又已经已经欠了9000多元，随时
都有被停药的可能。

王庆福说，原本想着用事故
赔偿的这部分钱来帮孩子看病，
但走程序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现在家里已经实在是没有办法
了，“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
去死”。

王军委仍躺在重症监护室中
昏迷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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