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岁月的痕迹会悄悄地
爬上每个人的脸庞，各种
外伤或手术留下了不忍目
睹的疤痕，对此人们心里
也会长出一个“疤”，碰不
碰它都会隐隐作痛。最近
听到的一个好消息让人无
比振奋，解放军第88医院
皮肤科前两年进口了一台
新设备，不仅祛疤还能除
皱美容。近日，记者采访了
解放军第88医院皮肤科刘
晓红主任。

据刘晓红主任介绍，
新设备叫超脉冲二氧化碳
点阵激光治疗仪，产自著
名的整形美容大国-韩国。
是目前医学非手术祛除疤
痕的最佳设备，也是泰安
地区唯一一台。

该治疗仪利用精准
的点阵技术将CO2激光精
确地作用于皮肤，与以往
激光治疗时每个光斑完
全覆盖治疗部位相比，点
阵激光改变了传统激光
的发射模式，将一束激光
分为数十甚至数百个规
律排列的微光束，充分保
证表皮散热，从而大大降
低对表皮的损伤，同时避
免正常皮肤灼伤等副作
用的发生。

点阵激光光束可以均
匀地直接穿透至真皮层，
在瞬间气化掉皱纹或瘢痕
处的组织，并发出合成胶
原的强效信号，进而启动
组织修复、胶原重排等一
系列皮肤反应，从而达到
淡化疤痕、皱纹、紧致皮肤
的效果，对新旧疤痕都有
很好的疗效。

该设备创伤小，恢复
快，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

生活，基本上没有疼痛感。
适用于痤疮凹陷性疤痕、
手术疤痕、外伤性疤痕、妊
娠纹、面部皱纹、皮肤松
弛、皮肤浅表性疣、色素
痣、脂溢性角化、汗管瘤等
的治疗。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
激光自投入使用以来，已
为多名患者进行了治疗，
效果之佳令人大为惊讶。
一位甲状腺术后的患者，
只做了2次祛疤治疗，颈部
的手术疤痕即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前后对照异常显
著，患者非常满意。

还有一位43岁的王女
士接受了面部年轻化治
疗，一个疗程后，除皱和嫩
肤效果非常明显，同事见
了她都说年轻了十几岁，
王女士也常常对别人说是
八十八医院皮肤科给了自
己第二次青春。

(孟密)

解放军第88医院皮肤科引进祛疤除皱美容新设备

损损伤伤降降低低，，避避免免皮皮肤肤灼灼伤伤
军军中中名名医医名名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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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霍勇勇正正骨骨治治好好老老汉汉多多年年颈颈椎椎病病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轻松告别病痛

颈椎病老汉疼得睡不着

治疗第一天轻松入眠

新泰市民陈先生今年63岁，由于长
期低头工作，颈椎病在多年前开始“骚
扰”他，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颈椎突出，并
且还有肩周炎。从那时起，陈先生踏上了
漫长的求医之旅。

“这些年来，全省各地的医院去了不
少，还有不少大医院，刚开始医生说，病
情并不严重，吃了一些药，做了一些理疗
后确实觉得轻松了一些。”陈先生说，但
是，随着病情发展，这些治疗手段起的作
用越来越小。

今年5月初，陈先生突然觉得头不敢
扭，还有恶心的症状，晚上疼得睡不着

觉，而左胳膊麻得就像被电击了一样。
“那段时间，整晚都睡不着觉，折磨死人
了。”陈先生说。

看着陈先生被病痛折磨，家人再次带
他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只能做手术
治疗，我上网查了一下，还有手术不成功
导致瘫痪的。”陈先生说，如果是腰椎需要
手术，他还能接受，但是颈椎就不敢了。

陈先生看到本报刊登关于泰山颈腰
椎病研究所霍勇能治颈腰椎病后，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这里。“那一段时间，因
为休息不好，整个人气色非常差，脸色蜡
黄，一动就想吐。”陈先生说，来到后第一
天，霍勇在他的脖子上来回掰了几下，感
觉好像通了一样，脖子马上就能动了。

“治疗第一天，我就睡了个好觉。”正是这
个原因，坚定了陈先生在霍勇正骨治疗
下去的决心。

不打针、不吃药

轻松治好腰椎间盘突出

今年40岁的司女士是一名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经过40余天治疗，司女士病
情逐渐好转。“我以前就有腰疼的毛病，

但是不算太严重，去年12月份扭了一下，
到过年时左腿发麻，越来越严重了。”司
女士说。

后来，她去就近一家大医院就诊，医
生给她做了牵引，但是做过几次后，症状
非但没好转，走起路来都疼得难受。“一
些亲戚朋友都推荐我来霍院长这里治，
来了之后治了一段时间后就明显好转
了。”司女士说，现在她常出去锻炼，能从
天外村和文化路之间走个来回。

“原来听别人说过霍院长治疗颈腰
椎病有多厉害，以为都是吹牛，只有自己
亲身体验了才知道，那些人对霍院长的
评价一点也不夸张。”司女士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泰山颈腰
椎病研究所住院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
分患者常年受颈腰椎疾病困扰，并且常
年治疗，走了不少冤枉路的患者也不在
少数。

对于霍勇的医术和医德，患者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吃药、打针这么多年，最
后别的医生说不手术就治不好，没想到
在霍院长这里，不打针、不吃药、更不用
手术，还把病给治好了。”一名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说。 （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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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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腰椎病给人第一印象是久
治不愈，常年治疗不但花费高，而
且患者承受的痛苦更多。在天外
村脚下的霍勇正骨，颈腰椎病患
者通过正骨手法，告别疼痛，重新
收获健康。

5月18日，由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复兴医院、卫生部四级妇
科内镜手术培训基地、首都医
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北京国际
宫腔镜培训中心主办，中国妇
产科网协办的“第23届北京·国
际宫腹腔镜及微创手术学术研
讨会”圆满落幕。泰安市妇幼保
健院的贾振香教授受邀做了学
术报告，赢得专家的赞许和掌
声。

本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众
多一线专家，涵盖了国内外最
前沿的学术热点及临床经验，
吸引了800余位专家的参与，是
一场学术与思想相碰撞的巅峰
大会。泰安市妇幼保健院的贾
振香教授受本次会议的大会主

席、“宫腔镜之母”之称的夏恩
兰教授的盛情邀请，在会堂上
做了独创的顺行式阴式微创手
术的学术报告。

贾振香教授的报告引起了
强烈轰动，使学术会议的精彩
内容得到了升华，赢得了广大
专家的赞许和掌声，会后，众多
与会专家与贾振香教授纷纷合
影留念。

阴式手术作为一种经典的
自然腔道手术，是子宫微创手
术优先选择的手术方式，也是
妇科大夫必须具备的手术技
能。贾振香教授在报告中介绍
了阴式手术中大子宫缩小子宫
的方法、不同部位肌瘤剔除的
方法等手术处理策略与技巧，

为广大妇科阴式手术医生开辟
了一条新途径。

贾振香教授在报告的最

后，鼓励与会专家要多实践与
思考，将阴式手术发扬光大。

(毛勇)

宫腹腔镜及微创手术学术研讨会落幕

市市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妇妇科科专专家家推推广广阴阴式式手手术术

贾振香，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
任，主任医师，全国著名阴式微创手术
专家，顺行式阴式手术发明人，市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市十大名医，山东
省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妇产科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

擅长妇产科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
在国家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精通妇科与产科的手术治疗，对妇
科微创手术及治疗深入研究，如宫、腹
腔镜手术，阴式手术等，特别对阴式子
宫系列手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对传统
的阴式子宫手术加以系统改良，提出了

“顺行式阴式系列手术”的新概念，发明
了顺行式阴式子宫系列手术的四项国
家专利器械，创新性的开展了顺行式阴
式子宫系列手术5000余例。

多次在全国及地方学术会及国际
学术会议讲授及手术演示，于2014年主
办了“中国泰山—国际微创及全国阴式
手术及盆底重建学术研讨会”，领导及
推动了全国阴式微创系列手术的发展
与提高。

专家简介

刘 晓 红 ，
1989年毕业于山
东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1994-
1997在第二军医
大学长征医院攻
读硕士学位，从
师于工程院院士
廖万清教授。现
任88医院皮肤科

主任，主任医师，泰山医学院兼职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济南军区皮肤性病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泰安市皮肤性病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泰安市医学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从事皮肤病与
性病临床、教学、科研20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擅长处理皮肤性病专业的各
种疑难杂症，在皮炎湿疹类、皮肤真菌
病、银屑病、痤疮、性传播疾病的诊疗方
面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擅长损容性皮肤
病的诊治和皮肤美容。近年来发表学术
论文20余篇，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一
项，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一项。

每星期三、六(上午)坐诊，联系电话：
0538-8839544

本报泰安5月31日讯(通讯员
高荣涛 ) 泰安市居民碘营养

调查现场工作在肥城市启动，以
及时了解和掌握碘盐浓度调整后
碘缺乏地区居民碘营养状况和干
预措施的落实情况，评价防治效
果。

今年泰安市的居民碘营养调
查项目县是肥城市和东平县。泰安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
肥城市潮泉镇、湖屯镇、边院镇、桃
园镇和王瓜店街道5个街镇开展了
人群碘营养状况调查。在每个街镇
各采集10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尿
样，检测尿碘浓度；每个街镇随机
抽取1所村小学校，在抽到的小学
校随机抽取40名8-10岁儿童(男、
女各半)进行甲状腺B超检测，并采
集其尿样检测尿碘浓度。

肥城东平调查
居民碘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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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振香教授正在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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