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底，金牛区黄忠街道办事处创

新设立的“好人墙”将正式建成。值得

一提的是，“好人墙” 上榜人选均是在

黄忠街道工作、生活的普通居民。

为了不仅仅流于形式，黄忠街办的

“好人墙” 别具匠心。“我们的想法是，

把‘好人墙’做活，框子里的内容随时

都可以更换。” 据黄忠街道办工作人员

介绍，“好人墙”将采用各种表现形式，

图文并茂地介绍社区好人的事迹。预计

首批将展示9位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随后将定期更换榜单内容。

黄忠街道“好人墙”第一批展示的

道德模范中，包括曾上榜“中国好人”

的靳建中，今年49岁的靳建中，自2007

年起帮助过16个贫困学生，感动了无数

人。据介绍，包括“身边好人”，“好人

墙”将共有“历史简介”、“国学精华”

及“愿景目标”四个方面内容。

记者在墙体施工现场看到， 目前

“好人墙”的主体部分接近完工，只有

少许墙面还未被贴上砖。2米多高“好人

墙”， 在成都市第20中学原有外墙上改

建而成，长达71米，使用上万块青色仿古

砖。据介绍，靠墙的人行横道上还将安

上采用防腐材质制成的木椅，在宣传的

同时便于市民在此休息。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谭皓月

前天中午，在金花双凤菜市某包装

厂上班的廖晓青捡到一个快递包裹，这

个奇特的包裹让她和工友们满腹疑

惑———这是个军绿色帆布包，提手处贴

有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单，但单据上没有

寄件人和收件人的任何信息， 只有德

阳、成都、T牌等字样；包裹的拉链上，更

有一把明锁锁住———包内装的究竟是

什么？为什么要用明锁锁住？会不会是

什么违禁品？

这个偌大的包如此之轻，里面装的

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包要用明锁锁住，

其中的东西是否十分贵重？

几经周折，昨天中午廖女士终于联

系上了这家快递公司。快递员杨先生赶

到现场取走了包裹。“这是一家服装企

业承运的包裹，这家企业长期与快递合

作， 在德阳与双流间寄送服装和单

据。”杨先生介绍，这个袋子里面装的

是一些单据，由于并无钥匙，快递公司

也无法打开。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为恢复正常生活，“折叠人”王正江与

市二医院骨科主任取得联系。上周末，市二

医院医生奔赴贵州， 将他从大山里接到成

都治疗。据市二医院骨科主任称，医院将会

为其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预计明年夏

季能够正常行走。

25年前腿疼

他的身体一点点被“折叠”

昨日，市二医院骨科。当37岁的王正江

坐着时，他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然而，他

下床开始行走时，整个身体弯曲着，腹部紧

贴着大腿，面朝下行走。当有人问“能不能

把头抬起来”时，他费力地回答“不行”。他

只在病房里走了一圈， 当他蹲下身抬起头

时，已累得面红耳赤。

王正江称，12岁那年，他便感觉腿非常

疼痛，从腰部开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变得

弯曲。除了走路经常被撞伤外，最痛苦的还

是睡觉。他无法平躺入睡，只能蜷着身体侧

卧，而且每一次翻身，都必须重新坐起来才

能完成动作。

渐渐地，王正江失去了劳动能力，就连

盛饭也无法完成。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正

常行走， 然后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并建立

一个家庭。

预计两次手术后

明年6月便能正常行走

今年3月，王正江查询到市二医院骨科

主任电话，并给他发去短信求助。通过“短

信求医”方式，骨科主任曾勇了解到他的病

情和实际困难。 王正江在短信中反复告诉

曾勇：“病愈后，他会回报社会，帮助像他一

样需要帮助的人”。

在帮助王正江争取到爱心资助后，上

周末， 曾勇前往贵州遵义市去接王正江来

蓉治疗。“如果不进行手术会继续恶化。”

曾勇称，王正江的身体呈折叠状，心肺都受

到压迫。而且，患者腰日渐弯曲，有可能发

展成为身体“对折”的情况。

经检查， 王正江的髋关节已经不能活

动，导致髋关节挛缩达130度，其脊柱弯曲

也有90度。经过院内专家会诊，他们将对其

进行 “髋关节置换术” 以及 “脊柱矫形

术”。通过康复训练，待他萎缩的腿部肌肉

强健后，预计明年6月便可以正常行走。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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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私密症状
预警男科疾病
本期主讲：成都欧亚男科医院何才春教授

私密症状： 功能障碍不能满足夫妻生活
需求。

男性功能障碍（ED）
冬季 ED 的发作率经常高于其他季

节，一方面，因为寒冷阴沉的天气会在不
同程度上加重男性功能障碍症状。另一
方面，除了一些疾病复发周期的原因，四
川天气阴冷容易引起人的情致郁积不
畅，导致“情绪”不高，患有男性功能障
碍、严重前列腺疾病等的人受到的影响
会更大，导致更严重的临床症状。

若问题不严重可服温肾助阳药物调
理，若症状明显则可考虑经络数控法等
成熟技术，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关键部
位血液循环。

私密症状：主要是夫妻生活时间过短
早泄
年末，上班族工作压力增大，有早泄症

状的患者容易出现病情加重。部分由于包
皮、生殖畸形、前列腺炎等引起的病理性“早
泄”需要到医院进行特别治疗，一些“早泄”
患者也可尝试按照医嘱药物抑制兴奋中枢
的兴奋度。早泄问题容易导致夫妻生活质量
不高、是影响夫妻感情的重要因素。
目前对于早泄的治疗方法在国内多种

多样，常见包括各种药物治疗、外科治疗、心
理行为治疗，采取哪种治疗方式需要根据
检查结果，对于严重患者可考虑数控诊疗
技术，对下体敏感神经进行定位和手术。
私密症状：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难甚
至无法排尿等
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增生问题严重者可危及性
命。前列腺增最常见发病的是老年男性
群体，天冷后，不少老年人都被增生问题
引发的夜尿多的问题困扰。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大多不好，对

该疾病的治疗大多数医生都会建议老人
进行药物治疗，但药物治疗往往无法根除
疾病，而对于身体素质好的老人建议采用
等离子手术切除增生组织，根除增生问题。
私密症状：下腰部疼痛，尿频、灼热、疼
痛、排尿困难等
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可能导致男性出现性功能
障碍，也有患者会出现遗精、血精等症
状，导致不育。因为症状相对复杂，需要
通过专业检测才能够确定基本。

前列腺炎的特点是发病率高、治疗难
度大、复发率高，治疗则推荐钛离子技术
突破前列腺包膜屏障，以非介入方式加热
治疗患部，使炎症组织的通透性增加，然
后让药物进入炎症位置进行综合治疗。
私密症状：下体异味、排尿异常、尿道疼
痛、会阴部疼痛、阴囊痛等
生殖泌尿感染

生殖泌尿感有非淋菌性尿道炎、疱
疹等 20 余大类，症状也是五花八门。天
气转冷后，如果没有及时增添衣物，尤其
是脚下，鞋袜不够保暖，容易导致身体抵
抗力下降，直接或间接引发尿路感染。另
外，冬天很多人洗澡的频率相对降低，如
果内衣、内裤更换不及时，个人卫生做得
不好，也可能引发感染。
生殖感染如果不引起重视，可能会引

发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导致其他男科疾
病发生。泌尿系统感染若不及时进行有效
治疗，容易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疾病发作
后可选择法国梅里埃公司金牌产品基因
芯片病菌检测系统，精确地检测出病原
体，然后进行DNA康复术治疗。

由于男科病涉及隐私， 一些好面子
的人在就诊时往往难以启齿，医生提醒，

若男性出现下文
5

种状态需要特别注
意， 而且为了能够让医生更准确掌握病
情，那不妨把病情都写在纸上。男科病需
要记录的症状包括：每天排尿的次数、间
隔时间，排尿时有无疼痛等；生殖器外观
的变化；夫妻生活前后的生理变化；近期
的心理变化；身体其他部位的生理变化。

“蓝火炬”
打造西部男性健康咨询第一平台

“蓝火炬”旨在为广大男性健康解疑答
惑，目标是打造西部男性健康第一咨询互动
平台。 “蓝火炬·男科专家公开课”自今年下
半年推出后受到了众多男性朋友的欢迎。如
果你夫妻生活不和谐， 或患上了男科疾病，

任何疑问，均可通过咨询热线：

66599999

；

咨询
QQ

：

599981

与专家交流。

昨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20

岁的小吴已能谈笑风生。然而，6个月前，患

有先心病的他心脏多处畸形， 几度因严重

心率紊乱引起昏厥，“在鬼门关转了好几圈

了！”如今，在小吴的右腹部，还有一道约2

厘米长的小疤。小吴说，正是这道疤让他区

别于病友，甚至成了“全国第一人”。

遇堵

常规通路遇堵 开胸风险过大

半年前， 小吴晕倒住进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 为彻底解决他室性心动过速导致的

晕厥问题， 医生必须为他的心脏安置一个

保险装置———除颤仪。 按照目前微创手术

安置除颤仪的方法， 医生得从小吴的锁骨

下方开口，经肺动脉这一“主干道”，从上

往下将电极送至右心室。可是，一方面小吴

先天肺动脉锁闭。

“主干道”被堵，医生考虑开胸进行除

颤仪安置手术。可是，医生得知6年前小吴

先天性心脏病病发时，已接受过开胸手术。

再次开胸，对病人伤害太大，恐怕其难以耐

受，生命同样受到威胁。

一时间， 原本已经十分成熟的除颤仪

安置手术却陷入两难境地。时间不等人，小

吴的病情无法再拖。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心脏内科及放射科等多学科的专家立即

头脑风暴，希望另辟蹊径。

新路

右腹打洞 给心脏“开后门”

既然从上往下的“主干道”被堵，有专

家大胆设想， 何不逆向而行， 给心脏开个

“后门”，将除颤仪脉冲发生器连接电极的

导线从下往上送入。然而，专家翻阅国内外

资料却未发现可借鉴的病例。“后门”开在

哪儿？“新路”怎么走？能否走得通？……一

系列未知数摆在面前， 心脏内科起搏专家

方元教授昨日坦言：“当时心里没底。”

方元教授介绍， 借鉴普通心脏介入治

疗的经验，专家组曾试图将“后门”开在大

腿根部的右股静脉。然而，这一方案迅速被

否决———连接除颤仪脉冲发生器和电极的

导线很短，无法从大腿根部延伸至心脏。

经过放射科专家多次定位反复论证，

决定手术成败的“后门”最终确定———右

腹靠近肝脏位置。与此同时，一条自下而上

的副肝静脉，也成了连通“后门”和“目的

地”心脏的新通道。

“手术非常顺利，仅耗时一小时左右”，

根据事先拟定的手术方案，医生在小吴的右

腹开一小洞，完成副肝静脉穿刺后，沿着该

通道自下往上，逆向将除颤仪的电极推送至

小吴的右心室心尖。而原本该固定在锁骨下

的火柴盒大小的除颤仪脉冲发生器，也独创

性地被埋置在右腹壁的皮下组织。

复诊

电极没下坠 全国首例手术成功

手术完成后，除颤仪已在小吴体内正常

运转。然而专家仍不敢掉以轻心———方元介

绍，因为患者活动和体位的关系，从下往上

推送的除颤线圈本不如从上往下放置时稳

固。加上重力影响，将极有可能发生下坠。

术后复查结果印证了专家组的担忧。

所幸，盘曲在右心房的除颤线圈沿既定“轨

道”，下坠至肝静脉与下腔静脉连接的开口

处刚好固定，“这样一来就非常稳固， 不会

造成生命危险了！”

此项技术国内外尚无经验借鉴。 经连

续6月的术后随访评估，小吴各项指标恢复

良好，除颤仪在其体内运作正常。昨日，川

大华西医院最终宣布， 全国首例经皮肝静

脉穿刺安置除颤仪的手术圆满成功。据悉，

此次手术的成功将为一系列类似疾病的治

疗提供全新思路，目前，该病例已被写成学

术论文，即将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

成都商报记者 杨艺

全国首个逆向安置除颤仪手术成功

肝里穿根电线 救了心

“折叠人”弓腰走路 25年经常碰壁

走路时，他弓腰前行，因为头无法抬

起而经常碰壁，最多行走30米便累得满

脸通红；

睡觉时，他蜷着身体侧卧在床，手臂

睡得发痛时，他只有坐起来才能翻身；

因患 “强直性脊柱炎”，37岁的王

正江已经度过25年这样的生活。

他髋关节挛缩130度，

脊柱弯曲90度，他的腹部

紧贴着大腿， 身体就像被

折叠起来。

捡到个包裹 自带一把锁

展示道德模范 黄忠街道设“好人墙”

老路不通

微创手术安置心脏除颤仪， 寻常路径需从锁

骨下方进入，经肺动脉从上往下，将电极送至右心

室。然而，小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天生肺动脉锁

闭，要做手术却“此路不通”。

另辟蹊径

经川大华西医院多学科专家头脑风暴， 一个

独创给心脏“开后门”的手术方案最终确定———

患者右腹开一“侧门”，经肝静脉穿刺，自下而上

将电极逆向送至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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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除颤仪

植入型体内自动除颤

器：植入恶性心律失常患者

体内，用于探测室性纤颤并

应用电击直接作用于心脏

使纤颤停止并恢复正常工

作的装置。

通俗地说，心脏跳太慢

安置心脏起搏器，心脏跳太

快安置除颤仪。

隗

医生在右腹开

一小洞， 完成副肝

静脉穿刺后， 沿着

该通道自下往上，

逆向将除颤仪的电

极推送至小吴的右

心室心尖。

原本该固定在

锁骨下的火柴盒大

小的除颤仪脉冲发

生器， 也独创性地

被埋置在右腹壁的

皮下组织。

邗

心脏开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