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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炎手术多在鼻内镜下进行
慢性鼻炎是鼻黏膜及黏膜下层的慢性炎症，其主要特
点是病程持续数月以上或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常无明确的
致病微生物感染，常有鼻塞和流鼻涕，严重者还伴有头昏
痛，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引起慢性鼻炎的原因是什
么呢？慢性鼻炎如何治疗呢？慢性鼻炎什么情况下需要手
术 治 疗 ？ 12 月 5 日 上 午 9:30~10:30，星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邀请了合肥市三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黄学
勤为广大读者答疑解惑。
▋傅喆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黄学勤 科室学科带头人，
现任耳鼻咽喉科主任，
主任医师，
安医大副教授，
安徽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第八届委员会委
员、
合肥市耳鼻咽喉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耳鼻咽喉科临床
工作33年，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
耳鼻咽喉科危急重症能及时组织有效救治，
并能较好的诊治耳
鼻咽喉科的疑难杂症。在国家级医学专科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擅长鼻内镜手术、
中耳及喉显微手术、
五官整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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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炎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

术。缺点是减容效果有限，对较重的慢性鼻炎效果欠佳。
（3）
经鼻内镜低温等离子、电凝、激光、微波行下鼻甲手术。
读者：引起慢性鼻炎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通过消融肥大的下鼻甲黏膜或黏膜下组织，
使下鼻甲体
黄学勤：引起慢性鼻炎发病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全身、局
积缩小，
鼻腔狭窄变宽，
从而改善鼻塞的症状。
（4）
鼻内镜下
部和环境等方面的致病原因，全身因素如：贫血、结核、糖尿
中鼻甲部分切除术。用于中鼻甲肥大影响呼吸、
嗅觉、
鼻窦
病、风湿病、慢性心肝肾疾病、营养不良、维生素 A、C 缺乏、
引流或头痛者。
烟酒过度、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障碍等；局部因素如：急性
鼻炎反复发作、鼻腔鼻窦慢性炎症、鼻中隔疾病、药物性鼻炎
等；
职业及环境因素如：
各种粉尘、
化学物质、
刺激性气体等。 慢性鼻炎患者应尽量避免感冒
读者：能否介绍一些注意事项和慢性鼻炎的治疗方法？
黄学勤：1．病因治疗：寻找全身、局部和环境等方面的
慢性鼻炎有多种治疗方法
致病原因，
积极治疗全身慢性疾病，提高机体抵抗力，对鼻
读者：慢性鼻炎如何治疗呢？
中隔偏曲者施行手术矫正，对于合并慢性鼻窦炎者要积极
黄学勤：首先寻找全身、局部和环境等方面的致病原
治疗，职业及环境因素要注意预防。
因，并进行积极治疗。局部可以应用糖皮质激素鼻喷雾剂、
2.局部治疗：
（1）应用鼻用糖皮质激素鼻腔喷雾。可以在
减充血剂、封闭等疗法。炎症明显者可给予全身药物治疗，
炎症的各个阶段都发挥强大的抗炎、
抗水肿效应，并能促进损
必要时可手术治疗。
伤的纤毛上皮修复, 是目前治疗鼻黏膜炎症性疾病的一线药
物。
（2）减充血剂滴鼻。只有在慢性鼻炎伴发急性感染时才可
慢性鼻炎手术多在鼻内镜下进行
使用减充血剂滴鼻，
一般使用时间一周左右，
因为此类药物长
读者：慢性鼻炎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
期使用可以导致药物性鼻炎。儿童可短期使用浓度较低的此
黄学勤：对于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及其他治疗无效并 类药物。
（3）封闭疗法 。可作迎香穴和鼻通穴封闭；也可作鼻
伴有明显的持续性鼻塞者，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目前手术 丘或双侧下鼻甲前段黏膜下注射。
（4）其他治疗。鼻塞严重者
多在鼻内镜下进行，可提高手术安全性和准确性，具体手术 可按摩迎香穴和鼻通穴位，
还可应用淡盐水或海水冲洗鼻腔。
方法有：
（1）经鼻内镜下鼻甲部分切除术。通过手术切除下
3.药物治疗：
（1）如果炎症比较明显并伴有较多的分泌
鼻甲的一部分，使下鼻甲缩小，鼻腔狭窄变宽，可以降低鼻 物倒流，可以考虑应用小剂量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口服。
（2）
腔阻力，改善鼻腔通气的状态。
（2）经鼻内镜下鼻甲骨骨折 可考虑应用中成药辅助治疗。
外移术。下鼻甲骨局部肥大或向内过度伸展者可行此手
4. 尽量避免感冒，出入人群密集的场所，注意戴口罩。
术。该手术方法一般不损伤下鼻甲黏膜，对鼻腔生理功能 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注意锻炼身体，提高机体抵抗力。注
也无明显影响，并且术中、术后出血较少，是一种微创的手 意培养良好的心理卫生习惯，避免过度疲劳。

□ 下期预告
常见的乳腺疾病有
哪些？得了乳腺癌，该如
何进行治疗？下周二（12
月 12 日）上 午 9:30 至 10:
30，市 场 星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将 邀 请
安徽省肿瘤医院头颈乳
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方静
与读者交流。
方静，男，博士，安徽
省肿瘤医院头颈乳腺外
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甲状
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安徽省乳腺病学会
青年委员，安徽省乳腺病
学会乳腺肿瘤整形学组
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甲
状腺癌专委会委员。擅
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的微
创整形治疗。
▋崔媛媛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彩民喜获竞彩 12 万元
日前，位于合肥市含山北路 141 号的 01171 网点，彩民吴
先生喜获竞彩 12 万元。
吴先生家住含山路附近某公寓内，体校毕业，热衷于体
育，对足球赛事一直很关注，听朋友说有竞彩这个玩法，吴先
生便开始踊跃尝试。
吴先生说刚接触体彩一个月时间内，开始前几天什么都
不懂就打单关，由于没经验，心态急迫，不会运用方法，还造成
了不小的亏损。
之后吴先生决定要改变，虚心向身边的彩民朋友学习，
取长补短，对体育彩票竞彩玩法精心研究，以提高中奖率。
有一位老彩民对足球彩票研究颇深，对各支球队状况看得

盘小好中奖
幸运彩民囊获125注一等奖
11 月 14 日，
“排列 3”第 17311 期开奖，当期中奖号码为
“9+0+0”，安徽彩民斩获 361 注直选奖，其中最为抢眼的当
属芜湖 04078 体彩销售点，独揽 125 注。
据了解，中奖的高先生是“排列 3”玩法的忠实彩民，对于
购彩，他有自己的一套选号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走势、计算
和值总结出号特点，从而判断选择投注号码。高先生还比较
热衷于倍投，当期就是在选择了“9+0+0”这组号码的基础
上，
进行了共计 125 倍投注，
当期开奖一举收获 13 万元奖金。
从体育彩票一上市就开始买彩的高先生，可以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
“技术型”
老彩民，
在体育彩票的各种玩法中，
高先
生对于
“盘小好中奖”
的
“排列 3”
情有独钟，
聊起
“排列 3”
的号
码走势高先生头头是道，大小号、冷热态等形态分布烂熟于
心。对彩票的严谨分析，让他获益不少，已经中过多次“排列
3”大奖。几次的中奖经历，也让高先生对自己选择的号码越
来越自信，这一次收获大奖正是他持之以恒、精心选号、果断
倍投的结果。领奖后，高先生表示以后还会继续投注，
“走势
分析和投注技巧固然重要，但玩彩票好心态也必不可少，这
样才能天天都有一份好心情，
享受体彩带给自己的乐趣，
买体
彩就是支持公益事业，
中不中奖我都乐在其中。
” ▋胡志雄

十分精细，身边的彩民朋友都喜欢向他请教或者跟单，吴先
生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同时吴先生还建了一个微信群，
方便和彩民朋友们进行实时交流。有了一定经验后，吴先
生开始尝试二串一和三串一玩法，并且小有收获，慢慢弥补
了刚开始的损失。
在国庆假期比赛不多的情况下，经过精心筛选后，吴先
生挑选好了比赛场次。同时精心研究了一个四串一，结果
全部中出，一举夺得 12 万元。
吴先生的成功是一种努力钻研的结果。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机会总是会给做好准备的人。吴先生自信地表示，对
日后竞彩的操作更有信心了。
▋陈民

天长彩民乐选
“11选5”
喜获奖金2万元
“11 选 5”乐选玩法，自上市以来便深受广大彩民
的喜爱。11 月 10 日上午，位于天长市天康大道的
22297 体彩网点传来喜讯，幸运彩民王先生在该店喜
中体彩“11 选 5”乐选三 15 倍，收获奖金 20760 元。
据了解，王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班路过
小区附近的 22297 体彩网点，当时恰逢店内的一群彩
民中得“11 选 5”大奖，笑声、祝贺声络绎不绝，十分热
闹。王先生也深受感染，他走进店内了解到，
“11 选
5”玩法每 10 分钟开奖，游戏也是玩法多样，十分适合
自己。自此，王先生便正式加入了“11 选 5”粉丝之
列。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买彩票都是短频快
的节奏，一般都是到店里观察一下最近的号码走势，
连买个三到五期，不管中不中都会收手，绝不恋战。
11 月 10 日，他下班途经 22297 体彩网点，在进入
网 点 后 ，看 了 一 会 儿 走 势 图 和 冷 热 号 以 后 ，第
17111018 期当机立断“10、03、09”进行了 15 倍乐选
三投注。几分钟之后，神奇出现，当屏幕上的号码定
格，王先生喜中 20760 元，引得店内业主和其他彩民
一片惊呼。
▋朱立霞

体彩安徽微信二维码

安徽竞彩微信二维码

桐城小镇一彩民
独中排列三 5200 元
11 月 4 日上午，体彩排列三第 17300
期，开奖结果“7+5+4”揭晓。桐城市老梅
镇的体彩网点 15035 就传来好消息。
据业主王大姐介绍，中奖的是一位购
彩十年的老客户了，体彩各玩法均有购买，
最热衷于好玩好中的“排列 3”玩法。中奖
者说，
“ 排列 3”只要从 10 个号中选 3 个进
行投注，中奖机会还是比较大的，这也正是
他为何坚持购买“排列 3”的缘由。每次选
号，他都会通过网站研究走势，再到就近体
彩网点购买，少则 5 倍，多则 10 倍，他都会
进 行 倍 投 投 注 。 11 月 2 日 傍 晚 ，他 来 到
15035 网点后，就顺便把事先选好的号码
“7+5+4”直选三打上 5 倍，没想到，他便幸
运中奖 5200 元。
▋李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