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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王泽涛 周汐遥
记者周琳）74岁的周阿姨8个
月前因腹痛、黄疸发现胆总管巨
大结石，因结石巨大无法取出，
仅行胆总管支架置入。近日，周
阿姨再次出现腹痛、皮肤巩膜黄
疸的症状，她来到哈医大一院消
化内科群力院区就诊，消化内科
专家用数字胆道镜进行直视下
胆总管巨大结石激光碎石后，一
次性成功完成碎石，并取净结
石。

据介绍，周阿姨入院后，胆道

核磁共振检查提示，胆总管内充
满巨大结石，最大结石直径
2.5cm，如果再次更换支架，有支
架再次梗阻、移位和脱落的可
能。消化内科史立军教授提出了
先通过ERCP下用数字胆道镜进
行直视下胆总管巨大结石激光碎
石后，再使用网篮取净结石。术
中经数字胆道镜插入激光光纤进
行碎石，巨大结石被逐一击碎，而
后用网篮将碎石取净，置入鼻胆
管。术后周阿姨无并发症，无创
伤，鼻胆管造影无结石残留。

史立军教授介绍，胆总管大
结石的定义不一，通常认为结石
的直径大于10-15mm，就可诊
断为胆总管大结石。胆总管大结
石行ERCP下取石难度大，成功
率相对较低，一次结石取净率仅
70%；而对于直径大于20mm的
结石，取石成功率仅为68%。数
字胆道镜直视下碎石治疗使胆总
管巨大结石取石成为可能，既能
彻底清除结石，又不破坏胆管的
完整性，避免了患者反复更换支
架，缩短了住院时间。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周莹 记者周
琳）近日，哈医大四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为一例双侧锁骨下动脉闭塞导致双侧
椎动脉窃血的患者行双侧颈动脉-双侧
锁骨下动脉血管转流术，目前患者恢复
良好，已顺利出院。

61岁的李女士近3个月来走路不
稳，总是摔倒，而且头晕难忍，家人将其
送至哈医大四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进行
治疗。检查发现，李女士为全主动脉多
发钙化，致双侧锁骨下动脉从起始端至
椎动脉开口处闭塞，降主动脉及腹主动
脉多发狭窄。

为避免李女士二次手术，心脏大
血管外科王柏春主任与全科医生讨论
后，为李女士行双侧颈部切口双侧颈
动脉-双侧锁骨下动脉血管转流术。
手术顺利，术后患者双侧椎动脉恢复
正向血流，头晕等症状消失，第五日顺
利出院。

据王柏春主任介绍，锁骨下动脉近
端闭塞是一种常见的外周动脉疾病，发
病率约为1.9%，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升
高，其常见症状为上肢缺血、头晕和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由于大部分锁骨下
动脉疾病患者无临床症状，该疾病常被
忽视。

王柏春主任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如
果出现一侧手臂的脉搏明显较对侧减
弱，血压明显比对侧低下，平时容易出
现头晕和晕厥，而且又伴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危险因素，可行血管超声、磁共
振血管造影、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
或常规血管造影等检查，确认是否存在
锁骨下狭窄及闭塞。

女子头晕难忍
走路摔跟头
竟是动脉闭塞惹的祸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近日，
57岁的殷先生在哈医大四院松北
区胸外科病房接受了“CT引导下
肺活检穿刺治疗+经胸壁射频消
融术”，术后第二天就出院了。

最近，殷先生在检查时发现
右肺上叶长了结节，他迫切地想
要治疗。但是殷先生患有哮喘、
冠心病等基础疾病，身体状况无

法接受手术。经过哈医大四院松
北院区胸外科张凯医生认真研
究、细致评估，为殷先生量身定制
了“CT引导下肺活检穿刺治疗+
经胸壁射频消融术”治疗方案，由
于几乎没有创伤，殷先生恢复得
很好，术后第二天就出院了。87
岁的李阿姨经张凯医生的“CT引
导下经胸壁射频消融术”后，第二

天就顺利出院了。
据张凯医生介绍，目前肿瘤射

频消融治疗方式在国际、国内肿瘤
诊疗指南、规范中的地位迅速上
升，治疗范围及适应症逐渐增加，
治疗经验日益丰富，特别适合不适
宜手术、心肺功能不耐受及老年患
者的治疗。该手术安全有效，患者
无明显痛苦，耐受性好。

基础疾病多、年龄大

新技术帮87岁老人顺利出院

生活报讯（徐旭 王玉 记者周琳）34岁男子为
了运动减脂，没想到“用力过猛”导致受伤，来到哈
医大一院就诊。

34岁的小吴近两年来体重飙升，身高178cm
的他体重达到了230多斤，为了运动减脂，他近期
开始到健身房健身。近日，小吴常常出现“左大腿
根”疼，还有点儿用不上劲的感觉。走路时脚尖稍
歪一点，就可能感觉大胯被卡住了，要休息一会儿
才能好转。于是小吴来到了哈医大一院群力院区
骨科就诊。骨科专家王文波教授初步诊断他得了

“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小吴这才回想起来，自己看
网上的视频介绍，深蹲对减肥的效果好，他健身期
间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深蹲，而且有一段时间下蹲
时还会有弹响声。

“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简单地说，就是髋关节的

两根骨头在活动时出现相互撞击，从而引起病变的
疾病。”据王文波教授介绍，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在年
轻人和中年人群中常见，大多表现在腹股沟处，即
髋关节外侧疼痛，发病初期为间断性疼痛，如果患
者不重视，间断性疼痛会转变为持续性疼痛。腹股
沟区疼痛通常在活动或久坐后加剧，呈间歇性，后
期呈持续性。久坐、爬楼梯、上下车、穿鞋穿袜或者
进行髋关节旋转动作后，疼痛会明显加重。

王文波教授提醒，普通体育爱好者预防运动损
伤，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素质、运动特点及运
动强度的活动。增强安全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做
好热身和整理活动。加强自我保护，特别要提高人
体重要部位的保护。遵守运动规则，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训练中要关注身体反馈，遵循适可而止的原
则，谨防运动过度。

运动减脂“用力过猛”

230斤小伙深蹲伤了髋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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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娱乐 (0451)84642390 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急 售 别 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400平米，车库
1个（可停两台车），毛坯房，别
墅内自带庭院面积 1000平米，
院内山林约2000平米。小区还
配套高尔夫球练习场、钓鱼池、
滑雪练习场、温泉等设施，免费
对业主开放。

联系电话

18645184468

急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8645184468

急售江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江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属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江北虎园、
哈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8645184468

此楼整体出售
哈尔滨市道里区东风街89

号，左侧临东风街与右侧临高谊
街，两街交叉口。此楼建筑面积
5300平米，楼层-1到 7层，原东
方宾馆，现有结构为8层共计122
间客房，可按要求改造，地下室1
层可做餐厅，带一部电梯，楼体外
有停车位，消防手续合格。

李先生:18545620356
宾馆招租

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江
街91号，黑龙江煤矿机械有
限公司房产 1-4楼对外招
租，原为快捷宾馆，建筑面
积约2286平方米，现仍以宾
馆对外招租。

详情见黑龙江联合产权交
易所（http://www.huaee.net）。

13069869797、87586512
联系电话

蜗牛轰趴馆地处市中心，距地铁
1号线铁路局站120米，交通方便。西
部牛仔风格让您畅享西部的自由与
豪迈。无论是生日派对、闺蜜聚会、
团队建设、家庭聚会、同学聚会、各式
主题派对、节日派对都可选择在这里
实现。高品质的 KTV、私人影院、私
人茶道、XBOX360、先进的 VR 虚拟
现实、棋牌、台球、桌上足球、狼人杀、
高端电脑房（可畅快吃鸡哟）、体感游
戏、大型街机游戏机、自助厨房、自助
可乐机、净化水设备。

地址：南岗区公司街72-2号
联系电话（微信同号）

13804510506

蜗牛轰趴馆

18686833188

回收手机
爱格数码高价回收各种品
牌手机，可上门回收。

联系电话

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想获得王靖雯“专属礼物”
的粉丝，只要在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频道”找到文章《哈尔
滨王靖雯：我不完美但真实》，
并在文末留言评论即可。

截至8月27日9时，评论
点赞数前五名的亲，请添加生
活报文旅小助手微信（微信号：
13359998131），凭用户名截图
并私信快递地址领取礼品。

很多网友都知道，00后的王靖
雯是个有着 400 多万粉丝的网红
歌手。正式出道不过一年时间，她
就发行了9首歌曲，凭借治愈般的
声音，几乎每一首播放量都以亿
计，被称为“爆款收割机”和“新晋
流量王”。其实一年半以前，王靖
雯还是在哈尔滨打零工的普通女
孩，“在奶茶店、蛋糕店都干过，也
当过服务生、咖啡师、厨师。”

唱歌这事，王靖雯从小就喜
欢。采访中，她告诉记者，2019年
的冬天自己还在哈尔滨桥南街的
酒吧里唱过歌，“一方面是因为喜
欢唱歌，一方面也是想多打一份工

多挣一点钱，唱两个小时能挣200
元，客人点歌也是 200元一首，点
歌钱和酒吧对半分，最多时一晚上
能到手 600元。”虽然那段日子过
得很辛苦，但王靖雯心中却觉得

“特甜”，“多挣钱了，高兴。更高兴
的，是本来只是爱好的唱歌，让生
活有了奔头。”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疫情期间
大家减少外出时，王靖雯想到在网
络上唱歌给大家听。而她没想到
的是，当时翻唱的《爱，存在》得到
了很高的关注，迅速涨粉，音乐公
司因此也找到了她，让她真正走上
歌手的道路。

自本季“好声音”开播以来，王
靖雯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最新一
期节目中，被贺三当做对手的她，上
台后紧张得直转圈。“一叫我名字我
就很想哭，本来也爱哭，觉得崩溃
了。”甚至在跟对方“放狠话”的环
节，王靖雯也只是弱弱地说：“我坚
强，我别哭了。”这位东北口音浓重
的直爽女孩，呆萌的表情惹得导师
和网友直呼：“太可爱了！”

然而在过度紧张的状态下，王
靖雯在演唱PK 歌曲《受够》时，只因
歌词唱错一个字，唱完后她却说“对
不起，车祸了。”即使那英安慰地表
示根本听不出来时，她依然很自责：

“想跟大家说抱歉，本来我可以唱好
的。”在听到李克勤犹豫再三选择贺
三时，王靖雯更是“哇”地哭了出来，
一度上气不接下气地表示：“台上有

很多比我强的选手，我知道我会走，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还
没跟老师怎么学习，没说过几回话
呢。”面对那英、李荣浩向自己抛出
橄榄枝、自己有权利继续选择学员
PK时，王靖雯更是哭着大喊：“我不
敢，我不想比了，我害怕。”孩子气模
样惹人心疼。

在大家的鼓励下，王靖雯选择
了原创歌曲《讨》，出色的表现也让
她最终加入李荣浩战队。对于在这
样关键的时刻选择演唱原创歌曲，
王靖雯坦言，自己之前是在短视频
火的，所以被大家认为就是唱口水
歌的，“这次，我想用原创作品来证
明自己。”最终，一首《讨》无论是词
曲还是演唱都非常的“戳人”。李荣
浩更直言：“给我整激动了，这首歌
非常‘顶’，顶尖的顶。”

王靖雯称，生活中的自己挺无聊
的，就是写歌、唱歌、录歌，被问到“兴
趣爱好”时，她反问道“最近在减肥算
吗”。不过从最初的“社恐小女生”，到
拥有众多粉丝的歌手，王靖雯说自己
长大了。尤其是在面对网络上一些不
友好的留言时，她都能从容面对，“以
前被喷了总想怼回去，现在觉得人家
有不喜欢你的权利，我确实不完美，但
真实，是个努力生活、追逐梦想的年轻

人。我会继续努力的，让大家看到我
的进步。”

没上过专业音乐院校的王靖雯，现
在还在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她透
露称，目前自己正在筹备人生中的第
一张专辑，“现在走的是情歌路线，接
下来会努力尝试更多的方向，未来想
做一个原创音乐人。”去年才离开哈尔
滨的王靖雯还告诉记者，未来的创作
中会考虑融入一些家乡元素。

说起粉丝，王靖雯称他们是自己前进的动力，
“小时候的我胆小又老实，总被欺负。但是我喜欢唱
歌，粉丝的温暖就是我前进的动力。现在走在路上
会被很多人认出来，要合照什么的。我平时跟粉丝
互动也蛮多的，很感激他们给了我信心。同样，我也
希望自己可以带给他们力量。”

为了回馈粉丝的喜爱，王靖雯特意准备了自己
的签名照片，以及演唱会的荧光棒、手幅、卡通扇子
等礼品，希望通过龙头新闻生活报的平台送给粉
丝。想获得的亲，快下载龙头新闻APP留言吧！

从冰城“打工妹”到网络上的“流量王”
“唱歌让生活有了奔头”

不想被贴“口水歌歌手”的标签
“我要用原创音乐证明自己”

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未来创作会考虑融入家乡元素”

为龙头新闻·生活报读者准备独家礼品
“很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 粉丝往这看！ 龙头新闻APP二维码

（安卓手机下载时，如提
示“应用宝渠道”，请选择“其
他”下载方式）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来自哈尔滨的人气学员王靖雯，可能是第一位“哭”上热搜的。
20日晚，浙江卫视《2021中国好声音》第四期节目中，在与贺三PK失败后，20岁的她一度情绪失控，哭得像个孩子。

好在她依然选择勇敢地站在舞台上，以一首原创歌曲《讨》逆风翻牌，成功落定李荣浩战队。她的真实、她对音乐的热爱，
也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唱功、创作能力来说，王靖雯可能不是最好的那个，但是她的真实、质朴，却是她最显著的标签。就像之前在接受
生活报记者采访时，王靖雯坦言，她参加好声音的原因就是要走出舒适圈，让自己多一些成长和磨
炼，从“网络歌手王靖雯”真正变身“原创歌手王靖雯”。

接受生活报采访接受生活报采访 还给读者送还给读者送““专属礼物专属礼物””

“好声音”人气学员“哭”上热搜

哈尔滨王靖雯：我不完美但真实
见习记者 唐海兵 生活报记者 吴海鸥 王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