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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张国
杰 实习生 隋亚男) 咳嗽
半年，一直以为是肺炎，但治了
半年也不见好。近日，市民王先
生到烟台山医院呼吸内科就
诊，医生为他做了支气管镜检
查，这才查明“幕后黑手”竟然
是一段长约1 . 2厘米的辣椒。

“半年前，我开始出现咳嗽
的症状，刚开始，也没太当回事
儿。后来也到多家医院看过，医
生告诉我是肺部发炎，消消炎
就好了。”王先生告诉记者，半
年过去了，他还尝试中药和针
灸疗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上周

又出现了发烧的症状，情急之
下，他来到了烟台山医院。

“患者在我们医院做了一
个CT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右
肺中叶肺不张。”烟台山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医师戴红称，一般
而言，黏液栓、肿瘤、肉芽肿、异
物、支气管狭窄或扭曲等原因
都有可能引起肺不张。在临床
上，支气管镜检查是肺不张最
有价值的诊断手段之一。因此，
戴红和他的团队决定为患者进
行支气管镜检查，看看是什么
原因造成了“门窗”堵塞，引发

“卧室”内外空气不流通。
7月18日，王先生接受了第

一次支气管镜检查，在镜下发
现肺中叶开口处有一个肉芽肿
物，这段管腔的直径为1-1 . 2厘
米，肿物已经阻塞了整个管腔。
医护人员对肿物做了病理检
查，病理报告提示为急慢性炎
症改变。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异
物应该是造成患者长期咳嗽、
不适的‘罪魁祸首’。”戴红称，7
月21日，患者又做了第二次支
气管镜检查，这一次本想通过
管腔治疗，取出管腔内的肿物。
但在为患者取肿物的时候，发
现肿物下方有异物卡在管腔
里。由于患者当时咳嗽得比较

剧烈，因此当天就暂停了取异
物的工作。

7月24日，王先生接受了
第三次支气管镜检查。“在麻
醉科、手术室等科室的配合
下，很顺利地取出了异物，是
一段长约1 . 2厘米的辣椒。”戴
红表示，辣椒刺激性本来就很
大，又被误吸进肺部，近半年
的时间内一直在刺激管腔引
发炎症，这才使得管腔内长出
肉芽肿物，并堵塞管腔，引发
肺不张。

至于是什么原因将辣椒吸
入气管，误入肺部，王先生也记
不太清了。“可能是在某一次喝

酒的时候，将辣椒呛进了气管，
当时没太当回事儿，没能及时
取出，这才使它进入肺部。”王
先生说。

“在临床上，气管吸入异物
的情况以儿童居多，成人较少，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戴红告诉
记者，市民如果出现了长期咳
嗽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正规
医疗机构就诊。此外，成年人在
平日吃饭、喝酒过程中应该避
免快吃猛喝，以免发生呛咳，异
物吸入气管。如果患者被诊断
为肺不张，建议做一下支气管
镜检查，判断是否有异物进入
肺部。

咳咳嗽嗽半半年年不不好好，，竟竟是是辣辣椒椒堵堵了了气气管管
医生提醒气管吸入异物不能掉以轻心，应及早就诊

“好了，全好了！现在排尿别提多
舒畅了。”近日，新安男科医院医护人
员回访接受“2微米”激光手术的前列
腺增生患者高大爷，刚一落座，高大爷
就高兴地介绍术后情况。

据高大爷介绍，他患前列腺增生
七八年了，晚上老起夜，害得睡不好
觉。“为治前列腺增生，吃的药不少，钱
花得也挺多，但排尿问题总是解决不
了。做了新安2微米激光手术后，这个
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赵万友教
授指出，前列腺增生是一个长期而且
慢性的过程。如果放任不治疗会对患
者的泌尿系统造成较严重的危害，患
病者轻则排尿困难、尿频、尿急重则导
致尿失禁、尿潴留、甚至是尿毒症，严
重威胁生命，应及时治疗。

赵院长强调，“2微米激光手术”是
近年在泌尿外科领域的一项新技术，它
集合了开放手术的彻底性和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的微创性，无需开刀、打孔，
克服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缺点，用
2微米波长的激光将前列腺增生组织气
化溶解，能切除绝大部分前列腺，患者
术后一周左右即可出院，安全性高，而
且无后遗症；高龄且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泌尿结石等慢性病的老年
患者也可以接受治疗，被誉为“前列腺
增生最理想手术”。为了让港城前列腺
增生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一最
理想的治疗方式，2015年，新安男科医
院从欧洲原装引进了“2微米”激光设
备，并聘请原北京301医院曾祥福教授
亲自操作。目前，已成功治愈各类前列
腺增生患者数千人。咨询电话：2996666。

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22微微米米
让让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患患者者展展欢欢颜颜

六六场场高高规规格格音音乐乐会会将将陆陆续续上上演演
8月份来烟台，这几场视听盛宴可不能错过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隋亚男 通讯
员 张梦玉) 烟台音乐爱好
者有福了。8月份，《中国电影乐
团——— 久石让·宫崎骏视听音
乐会》《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交
响管乐团音乐会》《西班牙 b
vocal奇妙人声组合音乐会》《故
事王国奇遇记·绘本音乐会》

《音乐之声·经典电影金曲系列
作品视听音乐会》及《张可函与
拉米·曼哈纳的音乐会》共六场
高规格的音乐会将陆续在烟台
大剧院和福山剧院上演。

8月6日，由来自德国精密
制造业大州的交响乐团所带来
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交响
乐团音乐会》即将为烟台市民
带来一场精心演绎的德系音乐
会。

这是一支德国著名的交响
乐团———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立
交响乐团。他们此次音乐会首
先演奏的将会是一首由德国浪
漫派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所
创作的《黎恩济序曲》。其乐团
演奏的古典音乐格调高雅、音
响丰满，具有美妙的德国古老
传统色彩。在交响作品方面，更
是拥有跟西欧乐团所不同的独
特风格。

《中国电影乐团——— 久
石让·宫崎骏视听音乐会》和

《音乐之声·经典电影金曲系
列作品视听音乐会》这两场

演出的一大亮点是大屏幕伴
随乐队的现场演奏同步播放
电影片段，演奏家将让你目
睹一场动画电影如何现场完
成配乐。在演出当中，现场大
屏幕会为您带来经过精心剪
辑、编配的电影片段，您可以
一 边 回 味 影 片 中 的 经 典 片
段，一边聆听乐手们现场演
奏电影配乐，带给到场乐迷
最纯正的艺术享受。

《故事王国奇遇记·绘本
音乐会》以耳熟能详的古典音
乐为文化载体，以多维创新方
式，带领现场近千名家长和孩
子们感受“好玩、好听、好看、
好学、好记”的新奇体验，实现

对少年儿童古典音乐教育的
启蒙。

8月11日，纪念小提琴之
王 海 菲 兹 大 师 逝 世 3 0 周
年——— 张可函与拉米·曼哈纳
的音乐会将在福山剧院精彩
上演。来自丹麦皇家音乐学院
演奏家、丹麦首位中国弦乐独
奏家、当今国际最年轻的中国
小提琴演奏家之一的张可函
将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拉
米·曼哈纳带来小提琴与钢琴
的完美演绎。

关注“烟台大剧院”“烟台
福山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
有 九 五 折 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605566、6615566。

今天我们请到烟台送子
鸟不孕不育医院专家王文卿
主任，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孕
不育那些事。王文卿，主任医
师，送子鸟不孕不育医院特
邀专家、技术顾问、院长，原
烟台毓璜顶医院妇产科中心
主任，专业从事妇产科临床
诊疗工作近60年，治愈了无
数不孕不育的疑难患者，给
无数家庭带来和谐和希望。

王文卿：不孕的原因可能
在女方、男方或男女双方。男
方因素约35%-40%，女方因素
可能稍微多点，约50%，属双
方因素约10%，还有一部分不
孕症(大约10%)是不明原因

的，通过中医把脉等检查，以
及西医的各种仪器检查都查
不出原因。所以不孕症不单单
是女性的原因，怀疑不孕不育
一定要双方都去医院检查，检
查后才能确定不孕症到底是
什么原因。在临床过程中情绪
因素也很重要，很多怀上孩子
的人我都给他们开了疏肝解
郁的药，所以我觉得中医里面
来说，肝郁也很重要，可能比
肾虚还重要。

假设您也有不孕不育相
关的困惑，可通过6666120咨
询送子鸟不孕不育专家或到
院咨询：烟台市芝罘区南大
街139号(御金台西侧)。

听听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专专家家
讲讲解解不不孕孕不不育育那那些些事事儿儿《故事王国》演奏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赵旭明
实习生 张宪松) 由烟台市
卫生计生委、烟台市总工会
联合主办，烟台市疾控中心
承办的烟台市卫生应急技能
竞赛活动，历经两天的激烈
角逐，于7月27日完美收官。

决赛现场采取必答、公
答、抢答、风险提速等方式，最
终，芝罘区代表队斩获了本次

团体奖的桂冠，莱州市、福山
区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蓬
莱市、牟平区、莱阳市代表队
荣获团体三等奖。秦宏展等4
人分别荣获各专业个人特等
奖，将推荐申请烟台市五一劳
动奖章。刘涛等57名选手获得
各专业个人赛一、二、三等奖。
市疾控中心、市120急救指挥
中心、市医学科学技术研究所
获得特殊贡献奖。

烟烟台台市市卫卫生生应应急急技技能能
竞竞赛赛完完美美收收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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