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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是渭南的一位老师，4 年前突然
出现左眼不自主抽动，一开始没在意，渐渐地
左侧脸部也开始抽动，每次都会持续好几分钟，

特别是劳累后和精神紧张时很明显，已经影响
到正常教学，这让陈先生痛苦不堪。前段时间
来到西安红会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找到别小华
主任，通过神经电生理检查存在侧方扩散波，核
磁共振显示面部神经受椎动脉压迫，确诊为左
侧面肌痉挛。2018年9月25日下午，陈先生接
受了显微血管减压术，别小华采用悬吊技术，彻
底对所有压迫神经的血管进行减压。手术中陈
先生左侧脸的扩散波就消失了，一个小时手术
结束后，面肌痉挛的症状就立刻消失了。

“对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以前根本就
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很多患者吃过很多药，试过
偏方，但基本效果都不大，最好的办法还是手

术，它的效果明显。”别小华建议说，“治疗三叉
神经痛不要走弯路，只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在
耳后的头发里开一个1.5厘米左右的小孔，对颅
脑无损害，也不会留疤痕，一般手术1小时基本
就能彻底治愈，还不用吃药，没有副作用且见效
快，并且患者受的痛苦少。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或
者患者身体条件不能达到手术要求的，可以用微
球囊压迫术，同样能达到治疗目的。”

对于面痉挛患者，虽然打肉毒素可以治
疗，但容易复发，别小华不建议长期采用这样
的治疗方法，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专业的、有经
验的医生做手术，彻底治疗。

巩四海 王孟飞 阮班慧

别小华 妙手让你不再痛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心系患者。
“必须下足‘绣花功夫’，一个大老爷们，在手术

室的无影灯下，整天和神经与血管打交道，除了精
准，别无选择，因为无论神经还是血管对患者来说
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和我的
团队，干的实际上是绣花活，不能也绝不允许有丝
毫的偏差！”别小华风趣地说。

“尊敬的别小华主任您好，4个月前我父亲还躺
在家里不敢出门，他脸怕风，一吃东西脸就像电打了
一样痛苦，四处求医无果，慕名来到西安市红会医院，
您热情安排我父亲住院，亲自为他手术，至今我依然
记得您从手术室出来时和蔼的笑容，‘放心吧，您父亲
再不会疼痛了’，当时我内心非常激动，真想过去抱抱
您。父亲出院回家后，左侧面部再没有出现过疼痛，
真不知道如何感激您……”这是一位患者家属写给
别小华的感谢信，语言朴实，情感真挚，道出了别小华
医者仁心的大医品格。

别小华，西安市红会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西安交通
大学医学院。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颅神经显微血
管减压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脊柱青年委员，中
华医学会神经外科西安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神
经外科分会外伤及颅神经治疗组常委，中华医学会陕
西神经外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脑疾病防治委
员会常委。精通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能够熟练地在
显微镜下进行各种颅内肿瘤手术治疗，对脑出血、脑积
水、小儿神经外科有丰富的治疗及手术经验，尤其应
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神
经卡压综合征方面有精深的研究，2003年首先在西
北地区开展了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的显微血管减
压术治疗，目前完成神经外科手术4000余台，手术例
数及手术效果处于西北领先地位。

疼了半辈子 终于不疼了

68岁的余女士，1983年患上了三叉神
经痛，不定时发作，刀割、剜肉一样的剧痛
折磨了她大半辈子。每次洗脸、吃饭时，
稍微碰触到口角、鼻根周围，疼痛就像刀
割一样从脸部立刻蔓延开。一疼起来，余
女士用头不停地撞墙，痛不欲生，甚至多
次萌生了轻生的念头。2 年前，余女士一
侧耳朵突然丧失听力，这对濒临崩溃的她
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太疼了，疼得我不想
活了，每天心惊胆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触发疼痛，几十年来，吃饭都是家人掰碎、

揉烂给我塞到嘴里的。”余女士含泪说。
2018年7月25日，西安市红会医院功能

神经外科别小华主任和薛俊刚大夫共同为余
女士采用微创无痛的微球囊压迫术，成功治
愈了折磨余女士35年的三叉神经痛，术后她
开心地说：“疼了半辈子，术后就能吃东西了，
终于不疼了。”

别小华说，余女士这个微球囊压迫术是
在嘴角放进穿刺针，侧开一个小口，在C臂X
光机等监视引导下，穿刺入卵圆孔，将微球囊
置患侧三叉神经半月节物理性压迫数分钟，即

可达到毁损三叉神经从而止痛的效果，手术仅
用了十几分钟，被三叉神经痛折磨了35年的余女
士，马上就好了，这个手术就是这么神奇。

经验必须要 科学不能少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都是血管压迫
神经导致，不仅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如果治
疗不当，还容易引起并发症，轻的会导致面
瘫，引起听力问题，严重的会导致颅内出
血，危及生命。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
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对医生的临床经验技
术要求很高，同一部位的病情却不一定是
同一种治疗方法，要根据血管的走形判断，

并且血管的分支也很重要。”别小华说。
别小华介绍，例如椎动脉血管压迫神

经，由于是动脉血管，所以造成的压力会更
大，这个时候，一般经验浅一点的医生就会
在血管和神经中间垫东西，他认为只要将
血管和神经隔离开就能治疗三叉神经痛或
者面肌痉挛。其实这样反而加大了对神经
的压迫，有经验的医生则会将动脉血管固

定起来，使其不再压迫神经，真正做到了减
压。

以前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仅靠
医生的经验判断，如今西安红会医院引进
了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在经验的基础上通
过更加科学的诊断病情，准确定位，精准治
疗，在手术过程中就能监测到是否还有被
压迫的神经，从而有效治疗病症。

微创手术轻松解决面部抽动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昨日，记者从西
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了解到，西安将推行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为本市户籍60周岁
及以上享受城乡低保人员、城镇“三无”人
员、农村“五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中居
家养老的老人和 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
老人，政府为每人购买 1份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产品，提高老年人低御意外风险的
能力。

据悉，未来西安将探索建立医养结合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养老机构内部设置
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实行备案
管理。对养老机构申请医疗机构设置许可
和执业登记实行“容缺办理”服务模式。全
面推进社区医养结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鼓励过剩医疗资源转型医养结合服
务。同时，强化养老消费市场主体建设，降
低养老服务机构准入门槛，下放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权限，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
务机构。鼓励整合和改造企业厂房、商业
设施及其他社会资源发展规模化、连锁化
养老机构。鼓励公办医院利用过剩医疗资
源，转型为老年康复院、老年护理院。鼓励
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增加优质老龄
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
对于新设立的日间照料中心，经验收符合
条件的给予适当补助。

“你看这沿街环境好比一个人，只要全
身上下干净整洁，气质就出来了。”这是最
近一段时间来，杨军对临潼城区环境变化
的感受。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到下班后，家住
临潼区骊山街道东大街社区的居民杨军都
会和孩子在环城东路散步，这里沿街两旁摆
满了鲜花，沁人心脾的香味和缤纷的色彩让
这条老街散发出别样的情调，杨军说每天下
班在这里逛一逛是件无比舒心的事。

以前，从东大街往绣岭走，沿街水果门
店占道经营“遍地开花”，有的水果箱子堆积
比人高，路人经过小心翼翼。每天晚上7点
以后，只见沿街不少烧烤店、路边摊已开启
了“露天”模式，在店外的人行道上摆开“流
水席”，有的流动摊点直接占据马路，使原本
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堵，来往的市民只能
绕道行走。

出店经营、随意摆摊等行为看似无伤大

雅，但并非小事。不仅容易造成道路堵塞，
带来安全隐患，而且严重影响城市文明形
象。据了解，从今年5月20日至7月底，临潼
区集中开展取缔城区出店占道经营、夜市摊
点、流动摊点、橱窗乱张贴、门前三包责任落
实、噪音扰民、门前三堆、油烟治理等专项整
治，着力打造品质西安、美丽临潼，建设国际
化全域旅游城市。区城管局联合食药、工
商、公安、住建及开发区等部门开展出店占
道经营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先后13次集中开
展依法取缔占道经营联合整治行动，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
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赞誉声。

经过各部门联合整治，城区路段的交
通、环境秩序有了明显改善。“自从开展市容
环境综合整治后，不仅出店经营和违章搭建
现象得到遏制，道路、化粪池等设施也进行了
改造，环境好了，我们这里的房子出租更火
了。”对整治行动，杨军和小区的居民都表示

支持。北大街的沿街餐饮店老板郭先生说:
“我和管理员打了多年的‘游击战’。如今，我
心服口服了，以后坚决按规经营。”提到这一
变化，他坦言自己尝到了合规经营的甜头，

“以前觉得自己不占就吃了亏，城管执法人员
挨店面做工作，前后无数趟，而且还有专人巡
查，没有了占道的空间。没想到整洁的环境
更吸引客人，店面的生意反而更好了。”

本报记者张利平通讯员王三合

街道干净环境整洁市民舒心

临潼城区有了新气象

干净整洁的街道

本报讯（记者 张利平 通讯员
杨昆）“石榴熟了·富庶临潼”。 10月10
日，2018临潼石榴主题宣传推介活动
在大唐华清城广场举办，同时设置5条
观景采摘线路，在20个石榴标准园开
展采摘选购活动，供市民和游客游览、
选购，开启“石榴+旅游”采摘活动。

目前，临潼石榴栽植面积已超过
10万亩，年产石榴鲜果约8万余吨，拥
有大红甜、净皮甜、三白甜等多个石榴
品种。区内现有石榴加工企业5家、石
榴生产销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30余
家，百富瑞、林彤、临绿、丹若尔、秦俑等
石榴知名品牌15个。活动现场，随着
相关负责人宣布，临潼石榴正式全面上
市销售。主办方还组织石榴评优品鉴、
石榴风采展示、石榴鲜果拍卖、物流政
策宣讲、电商销售分享等一系列活动，
展现临潼石榴产区环境、优良品质和文
化内涵，拓展销售渠道，增加果农收入。

据介绍，在“石榴+旅游”方面，设置
龙河石榴生态谷、石榴红科技生态园、
芷阳石榴生态山庄、新华石榴生态谷、
秦唐大道观景采摘线路 5条。届时，
将在 20个石榴标准园开展采摘选购
活动，供市民和游客游览、选购。在

“线上+线下”销售方面，邀请果业企
业、电商企业、种植大户、物流企业、采
购商等石榴产销方参加，通过石榴线
上线下相结合，让临潼石榴借助互联
网走得更远。在规范石榴销售管理方
面，对石榴销售市场进一步规范整治，
加大执法力度，全面取缔马路市场及
游售兜售行为，在区内设置石榴产地
销售市场3个，规范石榴销售管理，确
保市民游客购买到物美价廉、品质优
良的临潼石榴。

西安将推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临潼开启
“石榴+旅游”采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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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是渭南的一位老师，4 年前突然
出现左眼不自主抽动，一开始没在意，渐渐地
左侧脸部也开始抽动，每次都会持续好几分钟，

特别是劳累后和精神紧张时很明显，已经影响
到正常教学，这让陈先生痛苦不堪。前段时间
来到西安红会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找到别小华
主任，通过神经电生理检查存在侧方扩散波，核
磁共振显示面部神经受椎动脉压迫，确诊为左
侧面肌痉挛。2018年9月25日下午，陈先生接
受了显微血管减压术，别小华采用悬吊技术，彻
底对所有压迫神经的血管进行减压。手术中陈
先生左侧脸的扩散波就消失了，一个小时手术
结束后，面肌痉挛的症状就立刻消失了。

“对于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以前根本就
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很多患者吃过很多药，试过
偏方，但基本效果都不大，最好的办法还是手

术，它的效果明显。”别小华建议说，“治疗三叉
神经痛不要走弯路，只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在
耳后的头发里开一个1.5厘米左右的小孔，对颅
脑无损害，也不会留疤痕，一般手术1小时基本
就能彻底治愈，还不用吃药，没有副作用且见效
快，并且患者受的痛苦少。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或
者患者身体条件不能达到手术要求的，可以用微
球囊压迫术，同样能达到治疗目的。”

对于面痉挛患者，虽然打肉毒素可以治
疗，但容易复发，别小华不建议长期采用这样
的治疗方法，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专业的、有经
验的医生做手术，彻底治疗。

巩四海 王孟飞 阮班慧

别小华 妙手让你不再痛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心系患者。
“必须下足‘绣花功夫’，一个大老爷们，在手术

室的无影灯下，整天和神经与血管打交道，除了精
准，别无选择，因为无论神经还是血管对患者来说
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和我的
团队，干的实际上是绣花活，不能也绝不允许有丝
毫的偏差！”别小华风趣地说。

“尊敬的别小华主任您好，4个月前我父亲还躺
在家里不敢出门，他脸怕风，一吃东西脸就像电打了
一样痛苦，四处求医无果，慕名来到西安市红会医院，
您热情安排我父亲住院，亲自为他手术，至今我依然
记得您从手术室出来时和蔼的笑容，‘放心吧，您父亲
再不会疼痛了’，当时我内心非常激动，真想过去抱抱
您。父亲出院回家后，左侧面部再没有出现过疼痛，
真不知道如何感激您……”这是一位患者家属写给
别小华的感谢信，语言朴实，情感真挚，道出了别小华
医者仁心的大医品格。

别小华，西安市红会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西安交通
大学医学院。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颅神经显微血
管减压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脊柱青年委员，中
华医学会神经外科西安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神
经外科分会外伤及颅神经治疗组常委，中华医学会陕
西神经外科分会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脑疾病防治委
员会常委。精通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能够熟练地在
显微镜下进行各种颅内肿瘤手术治疗，对脑出血、脑积
水、小儿神经外科有丰富的治疗及手术经验，尤其应
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神
经卡压综合征方面有精深的研究，2003年首先在西
北地区开展了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的显微血管减
压术治疗，目前完成神经外科手术4000余台，手术例
数及手术效果处于西北领先地位。

疼了半辈子 终于不疼了

68岁的余女士，1983年患上了三叉神
经痛，不定时发作，刀割、剜肉一样的剧痛
折磨了她大半辈子。每次洗脸、吃饭时，
稍微碰触到口角、鼻根周围，疼痛就像刀
割一样从脸部立刻蔓延开。一疼起来，余
女士用头不停地撞墙，痛不欲生，甚至多
次萌生了轻生的念头。2 年前，余女士一
侧耳朵突然丧失听力，这对濒临崩溃的她
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太疼了，疼得我不想
活了，每天心惊胆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触发疼痛，几十年来，吃饭都是家人掰碎、

揉烂给我塞到嘴里的。”余女士含泪说。
2018年7月25日，西安市红会医院功能

神经外科别小华主任和薛俊刚大夫共同为余
女士采用微创无痛的微球囊压迫术，成功治
愈了折磨余女士35年的三叉神经痛，术后她
开心地说：“疼了半辈子，术后就能吃东西了，
终于不疼了。”

别小华说，余女士这个微球囊压迫术是
在嘴角放进穿刺针，侧开一个小口，在C臂X
光机等监视引导下，穿刺入卵圆孔，将微球囊
置患侧三叉神经半月节物理性压迫数分钟，即

可达到毁损三叉神经从而止痛的效果，手术仅
用了十几分钟，被三叉神经痛折磨了35年的余女
士，马上就好了，这个手术就是这么神奇。

经验必须要 科学不能少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都是血管压迫
神经导致，不仅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如果治
疗不当，还容易引起并发症，轻的会导致面
瘫，引起听力问题，严重的会导致颅内出
血，危及生命。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
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对医生的临床经验技
术要求很高，同一部位的病情却不一定是
同一种治疗方法，要根据血管的走形判断，

并且血管的分支也很重要。”别小华说。
别小华介绍，例如椎动脉血管压迫神

经，由于是动脉血管，所以造成的压力会更
大，这个时候，一般经验浅一点的医生就会
在血管和神经中间垫东西，他认为只要将
血管和神经隔离开就能治疗三叉神经痛或
者面肌痉挛。其实这样反而加大了对神经
的压迫，有经验的医生则会将动脉血管固

定起来，使其不再压迫神经，真正做到了减
压。

以前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仅靠
医生的经验判断，如今西安红会医院引进
了神经电生理监测仪，在经验的基础上通
过更加科学的诊断病情，准确定位，精准治
疗，在手术过程中就能监测到是否还有被
压迫的神经，从而有效治疗病症。

微创手术轻松解决面部抽动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昨日，记者从西
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了解到，西安将推行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为本市户籍60周岁
及以上享受城乡低保人员、城镇“三无”人
员、农村“五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中居
家养老的老人和 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
老人，政府为每人购买 1份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产品，提高老年人低御意外风险的
能力。

据悉，未来西安将探索建立医养结合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养老机构内部设置
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实行备案
管理。对养老机构申请医疗机构设置许可
和执业登记实行“容缺办理”服务模式。全
面推进社区医养结合，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鼓励过剩医疗资源转型医养结合服
务。同时，强化养老消费市场主体建设，降
低养老服务机构准入门槛，下放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权限，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
务机构。鼓励整合和改造企业厂房、商业
设施及其他社会资源发展规模化、连锁化
养老机构。鼓励公办医院利用过剩医疗资
源，转型为老年康复院、老年护理院。鼓励
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增加优质老龄
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
对于新设立的日间照料中心，经验收符合
条件的给予适当补助。

“你看这沿街环境好比一个人，只要全
身上下干净整洁，气质就出来了。”这是最
近一段时间来，杨军对临潼城区环境变化
的感受。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到下班后，家住
临潼区骊山街道东大街社区的居民杨军都
会和孩子在环城东路散步，这里沿街两旁摆
满了鲜花，沁人心脾的香味和缤纷的色彩让
这条老街散发出别样的情调，杨军说每天下
班在这里逛一逛是件无比舒心的事。

以前，从东大街往绣岭走，沿街水果门
店占道经营“遍地开花”，有的水果箱子堆积
比人高，路人经过小心翼翼。每天晚上7点
以后，只见沿街不少烧烤店、路边摊已开启
了“露天”模式，在店外的人行道上摆开“流
水席”，有的流动摊点直接占据马路，使原本
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堵，来往的市民只能
绕道行走。

出店经营、随意摆摊等行为看似无伤大

雅，但并非小事。不仅容易造成道路堵塞，
带来安全隐患，而且严重影响城市文明形
象。据了解，从今年5月20日至7月底，临潼
区集中开展取缔城区出店占道经营、夜市摊
点、流动摊点、橱窗乱张贴、门前三包责任落
实、噪音扰民、门前三堆、油烟治理等专项整
治，着力打造品质西安、美丽临潼，建设国际
化全域旅游城市。区城管局联合食药、工
商、公安、住建及开发区等部门开展出店占
道经营联合整治专项行动，先后13次集中开
展依法取缔占道经营联合整治行动，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
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赞誉声。

经过各部门联合整治，城区路段的交
通、环境秩序有了明显改善。“自从开展市容
环境综合整治后，不仅出店经营和违章搭建
现象得到遏制，道路、化粪池等设施也进行了
改造，环境好了，我们这里的房子出租更火
了。”对整治行动，杨军和小区的居民都表示

支持。北大街的沿街餐饮店老板郭先生说:
“我和管理员打了多年的‘游击战’。如今，我
心服口服了，以后坚决按规经营。”提到这一
变化，他坦言自己尝到了合规经营的甜头，

“以前觉得自己不占就吃了亏，城管执法人员
挨店面做工作，前后无数趟，而且还有专人巡
查，没有了占道的空间。没想到整洁的环境
更吸引客人，店面的生意反而更好了。”

本报记者张利平通讯员王三合

街道干净环境整洁市民舒心

临潼城区有了新气象

干净整洁的街道

本报讯（记者 张利平 通讯员
杨昆）“石榴熟了·富庶临潼”。 10月10
日，2018临潼石榴主题宣传推介活动
在大唐华清城广场举办，同时设置5条
观景采摘线路，在20个石榴标准园开
展采摘选购活动，供市民和游客游览、
选购，开启“石榴+旅游”采摘活动。

目前，临潼石榴栽植面积已超过
10万亩，年产石榴鲜果约8万余吨，拥
有大红甜、净皮甜、三白甜等多个石榴
品种。区内现有石榴加工企业5家、石
榴生产销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30余
家，百富瑞、林彤、临绿、丹若尔、秦俑等
石榴知名品牌15个。活动现场，随着
相关负责人宣布，临潼石榴正式全面上
市销售。主办方还组织石榴评优品鉴、
石榴风采展示、石榴鲜果拍卖、物流政
策宣讲、电商销售分享等一系列活动，
展现临潼石榴产区环境、优良品质和文
化内涵，拓展销售渠道，增加果农收入。

据介绍，在“石榴+旅游”方面，设置
龙河石榴生态谷、石榴红科技生态园、
芷阳石榴生态山庄、新华石榴生态谷、
秦唐大道观景采摘线路 5条。届时，
将在 20个石榴标准园开展采摘选购
活动，供市民和游客游览、选购。在

“线上+线下”销售方面，邀请果业企
业、电商企业、种植大户、物流企业、采
购商等石榴产销方参加，通过石榴线
上线下相结合，让临潼石榴借助互联
网走得更远。在规范石榴销售管理方
面，对石榴销售市场进一步规范整治，
加大执法力度，全面取缔马路市场及
游售兜售行为，在区内设置石榴产地
销售市场3个，规范石榴销售管理，确
保市民游客购买到物美价廉、品质优
良的临潼石榴。

西安将推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临潼开启
“石榴+旅游”采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