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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加工贩卖病死猪肉
并销往包括山东等七个省市一事引
起市民关注。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生鲜猪肉
市场专项检查行动，未发现上述病
死猪肉。

江西加工贩卖病死猪肉新闻，
病死猪肉分割后被送进冷冻库进行
速冻，再进行分类包装，包装带上印
有“瑞丰食品有限公司”字样。市食
药监局立即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为期10天的生鲜猪肉市场专项检
查行动。

对本地所有生产经营或使用生
鲜猪肉的各类企业、市场及餐饮场
所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对肉制品生
产加工企业、集贸市场、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商场超市、餐饮服务场所
及仓储经营场所等进行专项检查，
各县市区食品监管单位实行日报告
制度，明确专人于每天15点分别向
上一级机关通报本单位检查情况。

截至1月8日，全市共出动执法
人员1670余人次，检查生产加工企
业26家、小作坊63家，农产品批发市
场18家、批发经营业户158个、仓储
经营场所14个，集贸市场、农贸市场
150家、生鲜猪肉经营个体业户537

个，商场超市472家，餐饮服务场所
562家，检查过程中，市面上未发现
媒体所报道问题猪肉销售。

(路伟 徐旭)

头头疼疼三三十十年年，，他他在在这这里里治治好好了了
霍勇正骨为男子找到病根，住院治疗后头和肩膀都不疼了

泰安未发现
江西病死猪肉

地址：泰安市龙潭路73号(乘3路公交车到天外村下车即到) 电话：0538-6210266 手机：13505386518 网址：www.05386210266 .com

霍勇 泰安市岚岭医院
院长、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所
长、主治医师、中华医学专家
协会专家委员、世界医药卫生
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突出成
就先进个人。霍勇师承全国正
骨专家冯天有教授，采用“定
点、旋转、复位”手法治疗颈腰
椎病引起的头痛、头晕、失眠、
心悸、手指麻木、颈肩痛、下肢
无力、腿麻、膝关节增生、坐骨

神经疼等症；颈肩腰腿痛免
针、药、手术之苦，一次见效，
是目前国内外保守疗法最理
想、最独特、最有效的先进治
疗方法。从医多年来医治康复
患者遍布各地，该疗法的独特
在于：改变单个椎体位移，使
受压迫的神经血管得到改善，
恢复到正常的生理位置，疼痛
症状消失，从根本上治愈，达
到标本兼治。

专家简介

颈腰椎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受这种疾病折磨的患者夜
不能寐，有的患者长期治疗但没找到病根，导致疾病久治
不愈。来到天外村脚下一家名叫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霍勇)
正骨的医院后，这些患者彻底告别病痛，重新收获健康。

今年72岁的刘女士是一名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突出的
部分压迫坐骨神经导致腿肿，
脚底发麻发凉。“从2012年起我
就开始有这毛病了，疼得严重
的时候直不起腰来，走路必须

用手扶着膝盖。”刘女士说，这
两年来她可没少受罪。

得了这个病以后，刘女士的
家人带她四处求医，在大医院检
查后，医生明确告诉她要想根除
必须手术。“我一听手术两个字

“从年轻时我就有头疼的
毛病，这个病已经折磨了我30

多年了。”11日上午，记者来到
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霍勇正
骨)见到正在接受治疗的宋先
生，他说，他今年58岁。

宋先生说，刚开始时头疼
得并不严重，吃点止疼片就能
缓解，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病情
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来，宋先生
一直四处求医，贴膏药、吃中
药、针灸等方法都用上了，就是
没有一点好转。“我去过很多医
院检查，脑电图、CT、磁共振等
方法都用上了，但是一个医生
一个说法，按照医生开的方子
我吃了好多药，一点效果都没
有。”宋先生说，有时候头疼起

来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有
时还会呕吐。

伴随着头疼，宋先生的两
个肩膀疼起来都不能穿衣服，
但他一直都按肩周炎治疗。12

月22日，宋先生在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找
到了院长霍勇，霍勇为他检查
后准确地说出宋先生颈椎突出
的部位。

经过三个周的规范治疗，
目前宋先生的肩膀已经不疼
了，头疼的毛病也好的差不多
了。“霍院长的医术真是没得
说，治了这三十多年，他是第一
个给我找准病因并缓解我症状
的大夫。”宋先生说。

头疼得睡不着霍勇
找准病根手到病除

就挺害怕，心想万一手术不成
功怎么办，当场就拒绝了。”刘
女士说，到了冬天眼看病情越
来越严重，刘女士家人带她来
到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

“当时就想着，这是最后
一次治疗了，治不好也不折腾
了。”刘女士说，没想到来了之
后，霍院长根本没提手术两个

字，也不用吃药打针，治疗效
果还特别好，经过三个周的治
疗，刘女士就像变了一个人，
腰板也挺直了，“现在我就跟
个没得这病的人似的，感觉太
轻松了，霍院长的医术和医德
都没得说，能治好这病真是多
亏了霍院长，非常感谢他。”刘
女士说。

腰突老太挺直腰板

要感谢霍勇治好她的病

今 日 泰 山

王金勇，男，泰安市中医医
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从事
临床工作20余年，现任泰安市
政协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兼
职教授、山东中医药学会皮肤
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西
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泰安市皮肤病专业委
员会副主委。在长期的医疗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曾师从中国中医研究院全国著
名皮肤科专家李博鉴教授等，
擅长运用中医中药、中西医结
合方法治疗皮肤科常见病、疑
难病，对银屑病、白癜风、黄褐
斑、神经性皮炎、结节性痒疹
等，有自己独到之处。先后在国
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0

余篇，并出版专著3部。主持研
发的纯中药制剂银屑灵胶囊，
疗效高、毒副作用小，获市级科
技进步三等奖。

☆科主任王金勇简介

泰安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市中医特色专科)

地 址 ：迎 暄 大 街 2 1 6 号 ( 电 视 台 东 邻 ) 门 诊 楼 二 楼 皮 肤 科 门 诊
预 约 咨 询 电 话 ：0 5 3 8 - 6 1 1 7 1 7 1

优势病种
白疕(银屑病)
白疕，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顽固、易反复发作的皮肤顽疾，其特征是在红斑

上反复出现多层银白色干燥鳞屑，有一定的遗

传倾向，多冬重夏轻。我科主持研发的银屑灵胶

囊，具有疗效高，毒副作用小的特点，获泰安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外，还可配合中药药浴、中

药熏蒸、中药湿敷、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光物理

治疗等方法可促进皮疹消退，缩短疗程。

粉刺(痤疮)
粉刺，又称肺风粉刺，本病多见于青年男女，

好发于颜面，为慢性炎症性毛囊皮脂腺疾病。本

科并不拘泥于中医疗法，引进英国欧美娜蓝光
(Omnilux Blue)痤疮治疗仪及红光(Omnilux Revive)

动力治疗仪，为广大痤疮患者带来了福音。

湿疮(湿疹)
湿疹是皮肤科常见的病种之一，是一种皮

损形态多样、伴有瘙痒糜烂流滋的过敏性炎症

性皮肤疾患，具有多行性损害、对称分布、自觉

瘙痒、反复发作、易演变成慢性等特点，急性期

可选用清热止痒收敛的中药如苦参、黄柏、地肤

子等煎汤外洗冷敷，慢性期可活血止痒、滋阴润

肤的中药药膏。

特色疗法
中药药浴和中药熏蒸疗法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亦是天然的半透

膜，具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具有分泌、排泄、吸

收功能。药浴时皮肤角质层发生水合作用而软

化，对药物的通透性大大提高，在药物直达病所

的同时，提高药物的经皮吸收，从而发挥祛风除

湿、润燥止痒的功效。适应症：湿疮(湿疹)、白疕

(银屑病)、松皮癣(皮肤淀粉样变)、马疥(痒疹)、
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

放血疗法和刺络拔罐
刺络拔罐疗法是现代在刺络法和拔罐法结

合而成的基础上发展的，有祛邪解表，急救开
窍，泄火解毒，祛瘀通络，调和气血和排脓消肿
等功效。适应症：粉刺(痤疮)、湿疮(湿疹)、白疕
(银屑病)、丹毒等。

穴位注射和穴位埋线疗法
本疗法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以激发

经络、穴位的治疗作用，结合近代医药学的药物
药理作用和注射方法，而形成的独特疗法，沿经
络循行以疏通经气，直达相应的病理组织器官，
充分发挥穴位和药物的共同治疗作用。适应症：
粉刺(痤疮)、(油风)斑秃、(黧黑斑)黄褐斑、白癜
风、皮肤瘙痒症、(瘾疹)荨麻疹、(牛皮癣)神经性
皮炎、(白疕)银屑病、(湿疮)湿疹等。

泰泰安安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皮皮肤肤科科花花园园社社区区美美容容保保健健中中心心

中医美容
按摩美容 针灸美容 穴位埋线
刮痧 中医药减肥塑形

医学美容
玻尿酸 美速疗法 红蓝光疗法
果酸换肤 美白针 注射美容

营业时间：夏季至晚上9:30

冬季至晚上8:30

地址：花园社区花园小学旁
咨询电话：0538-6110086

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至周四全天、周六
上午，周五查房。

中医皮肤美容 保健 护理

中中医医特特色色美美容容的的领领航航者者

三甲中医院皮肤科专家团队，知名博士，
外聘专家，亲自诊疗。

正规中医药学院毕业，高级针灸推拿按
摩技师亲自操作。

激光美容
皮肤色素病 皮肤血管病
激光脱毛 光子嫩肤 点阵激光

中医体质辨识
足浴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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