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画治病的李茂琴通过

媒体感谢众人

《27 岁开阳姑娘卖画筹手术费》经

本报报道后，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很多读

者纷纷表示要买茂琴的画， 希望她能早

日站起来。

据李茂琴的妈妈汪女士说， 这些天

不断有好心人打来电话， 表示希望通过

买画来帮助茂琴。几天时间，好心人的慰

问不仅仅是捐款买画， 更鼓励着这一家

人坚持下去。“谢谢这些好心人，等茂琴

好了之后，一定会继续画画，把画送给每

个关心她的好人。 ”

汪女士说，女儿现有的画都卖完了，

还有一些好心人捐了钱没有收到画，她

都一一留下了地址， 等女儿恢复了继续

画画，然后再寄给这些好心人。

对于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李茂琴手术

和后期恢复问题，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副

主任医师李贵山主任表示：手术很成功，

李茂琴各方面恢复良好，1 月 6 日她已

经从 ICU转到普通病房。

面对众人的爱心， 坚强的李茂琴说，

她恢复之后会继续卖画。如果有好心人愿

意买画， 可以致电李茂琴：18798635165

（微信同号）。 本报记者

为了迷人的酒窝，一个 19

岁女孩的脸上居然“长” 出了

钢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爱美女孩

在培训学校“种酒窝”

小易今年 19 岁。 去年 5 月，

她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位于武

汉市一家名叫铁木针的文身纹绣

培训学校做学徒。 她从该培训学

校的工作人员处得知， 在脸颊两

侧各植入一枚钢钉， 时间长了是

有可能长出酒窝的。

抱着“长出酒窝更美” 的想

法，小易委托这名工作人员，在她

脸颊两侧各植入了一枚酒窝钉。

然而没过多久， 植入钢钉的位置

就开始出现红肿和疼痛。

钢钉深陷肉里

校方取不出来

到了去年 10 月，钢钉已经陷

进了肉里， 小易疼得实在难以忍

受，便找到一家正规医院就诊，医

生称必须马上手术将钢钉取出。

由于负担不起 3000 元的手

术费用， 小易将诊断结果告知了

培训学校， 希望校方能够承担这

笔费用。 校方却称取钢钉很简单，

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搞定。

据小易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

显示， 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

她， 买块锋利的刀片把相关部位

划开，就可以取出钢钉。 小易说，

她接受了校方的提议， 但工作人

员用刀片在她口腔里划了好几道

口子，也没能将钢钉取出。

无奈之下， 小易把实情告诉

了父母。 小易的父母随后从老家

赶到武汉， 带她去医院做手术取

出钢钉，花费了 5000元。

专家提醒

湖北省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

家提醒，钉子属于异物，将其植入

脸部后容易引起不良反应。 正规

整形医院基本都是运用缝线的方

法，使皮下组织产生凹陷，从而形

成酒窝。 由于使用的是可吸收线，

基本不会出现不良反应。

据《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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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蔡晓凌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 从事内

分泌相关专业多年， 尤其擅长甲状腺疾病

诊治，对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亢突眼

诊断有着深入独到的见解。

赵瑞玉

从事甲状腺疾病诊疗 20 余年，擅长甲

亢、甲减、甲亢突眼、桥本氏病、甲状腺结节

等各类型甲状腺疾病的临床诊疗。

贠霞

从事甲状腺彩超临床多年， 对甲状腺

结节、甲状腺囊肿、甲状腺腺瘤等甲状腺疾

病有着精湛的医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甲状腺疾病联合诊疗中心落户贵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来黔会诊

全科医学

协作平台

为了让贵州甲状腺疾

病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资

源服务， 享受到先进的诊

疗技术和医学成果， 由全

科医学协作平台主办，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甲状腺疾

病 联 合 诊 疗 中 心 将 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贵阳

中医甲状腺医院举行挂牌

仪式，届时，全科医学协作

平台办公室主任李明强将

出席本次挂牌仪式，同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蔡晓凌主任将会为贵州

省甲状腺疾病患者提供会

诊。

据了解， 此次甲状腺疾

病诊疗中心的挂牌成立，是

由全科医学协作平台发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牵头，经

过全方位考察后， 与贵阳中

医甲状腺医院共同成立 “甲

状腺疾病联合诊疗中心” ，贵

阳中医甲状腺医院主要针对

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亢

突眼、桥本氏病、甲状腺囊肿、

甲状腺瘤等相关甲状腺疾病

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据悉， 全科医学协作平台

是由中华医学会、 协和医学院

教学及附属医院、 解放军医学

院(301)教学及附属医院、中日

友好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阜

外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

儿童医院等医疗资源与蓝海联

盟医学研究院签约共建的，实

现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的医疗

联合体深度协作平台， 通过各

种类型的帮扶工作，各大医院、

专家的力量带动基层医院和二

级医院技术水平的提高， 改善

居民就医感受。

此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甲

状腺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在黔成

立， 意味着贵州的广大甲状腺

疾病患者足不出黔就能享受到

大医院大专家的医疗技术和诊

疗服务，为此，在挂牌仪式的同

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蔡晓凌主任也将亲临贵阳中

医甲状腺医院与贵阳中医甲状

腺医院特聘专家赵瑞玉主任联

合会诊， 蔡晓凌主任毕业于北

京大学，临床经验丰富，在甲状

腺领域颇有建树， 希望此次会

诊， 她能为贵阳带来甲状腺疾

病的诊疗新方法。

时间：2019年 1月 12日

地点：贵阳中医甲状腺医院

咨询电话：0851-82228222

甲状腺疾病诊疗迎来专治时代

名院集合 专家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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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的健康专家

专家简介

本报讯 1 月 15 日（下周二）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医学硕士罗恒，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前

列腺增生症的话题， 与广大读者

进行交流。

罗恒主任表示，前列腺疾病主

要是指前列增生症、前列腺癌和前

列腺炎三大类疾病。目前随着我国

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前列腺增生症

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俨然已成为中

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

也正是因此，如今，不少男性

患者在发现自身开始频繁起夜、

夜尿增多时， 认为这是机体老化

的一种正常表现，殊不知，这些都

是前列增生症的病灶表现，同时，

如果对其放任不管， 让病情进一

步发展， 还会导致诸如肾功能衰

竭、膀胱功能损害、精神心理疾病

等并发症的出现。

诱发前列腺增生症的高危因

素都有哪些？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

生症有何区别？前列腺增生症会癌

变吗？ 过度房事，是否会导致前列

腺增生症？ 目前应对前列腺增生

症，都有哪些治疗方法？ 以及在日

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好前列腺增

生症的防治工作？针对此类问题，1

月 15日 14时至 15时， 读者可拨

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

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

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版面刊登

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 2

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下周二, 市一医泌尿外科专家将值守本报 “健康热线” ，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 报名电话：

15885017798

前列腺增生症 会不会癌变

为了“种酒窝” 脸上打入 2颗钢钉

热心市民买画

助她安心手术

追踪报道

热线预告

医生：钉子属异物，植入脸部易引起不良反应

钢钉深陷进小易脸颊的肉里

一位爱心网友花一千元买画帮助李茂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