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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中国中青年骨科
医师学术交流及义诊系列大型
公益活动”第二站来到章丘市
人民医院，100余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中青年骨科医师相聚在
此，并开展了学术交流、百姓义
诊、教学查房、病例讨论、阅片
会等多项互动。据悉，此次活动
以关注基层骨科教育、关爱基
层百姓健康为主题，由中华医
学会科学普及部、中华医学会
骨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共同主
办。

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
教授、山东省医学会骨科学青
委会副主任委员刘培来介绍，
此次学术交流会，骨科界专家
们针对脊椎、关节、创伤三个领
域的21个专题展开分享和讨
论，重点围绕腰椎管狭窄的微
创手术、椎间孔镜技术、婴幼儿
脊柱侧凸治疗、膝关节置换等，
着眼于学科前沿技术进行了精
彩论述。

夏季需要进补吗？

需要。按照中医理论，进
补并无季节限制，有虚就可
补。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疾病
患者而言，夏季正好是慢性支
气管炎、哮喘等疾病的潜伏
期，这类人群更需要提前做好
调理工作。夏季阳气最旺，如
果寒气重、体虚的人把这些阳
气“藏”到体内，留到缺乏阳气
的秋冬时节使用，就能有效预
防寒性疾病在秋冬的复发，这
就是所谓的“冬病夏养”。

有营养学家做过实验，人
体在零上40°比在零下40°
消耗的能量更大，此外，夏季
高温炎热，人们出汗较多，有
可能导致机体的水分和电解
质代谢紊乱，同时，夏季人体

的胃液分泌会减少，加之炎热
造成的睡眠不足，或导致人体
的脾胃功能弱化，影响食欲。
出现“无病三分虚”的现象，所
谓“虚为夏病之本”。

夏季能吃海参吗？

能。“海参，味甘咸，性温，
入肾、肺、心、脾诸经，是少有
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
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是夏季
首选的食补佳品。”海参性温,
适合四季进补，只是冬季人体
免疫力、抵抗力最弱，此时食
用海参进补效果明显；春、夏
季阳气生发，这时的人体机能
水平比较高，虽然不能明显感
觉到进补效果，但是却达到了
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
阴阳平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直以来，很多注重养生的人
受到一个误导：夏季吃海参会
上火，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就
不再吃海参了。其实，海参其性
温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
养生专家还建议：夏季吃海参
只要吃法得当不单不会上火，
对于调理身体效果亦佳。

夏季吃海参要注意什么？

夏季吃海参，不能生搬硬
套冬季模式，尤其是忌腻补，
如红烧、高汤蒸炖等。夏季吃
海参，要量少而清淡，建议隔
天一只中等大小的海参就可
以了。养生专家推崇的食用
方法是早晨空腹把发泡好的
海参蘸酱油、或者做海参粥
吃最好，另外要注意的是不
宜与醋同食。 (源文)

众参缘系列淡干海参，选
用营养物质丰富的胶东刺参，
严格按照淡干海参的加工标
准，经过去内脏、清洗、淡水沸
煮、缩水、低温冷风干燥等多
道程序精心加工而成。标准化
的加工工艺充分保留了海参
的59种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
零添加，保证消费者享用的每
一根海参都是纯淡干的海参。
参体肥满且呈圆柱型，刺挺
直，个体轻，发涨率高。

众参缘致力于为山东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具性价比的
淡干海参。产地直销，省去中
间环节，直达消费者手里，价
格自然更具优势！全省包邮到
家，货到付款，快捷省心。
全省订购热线
0531-83182668 83182778

6月2日，全球知名的多元
化医疗保健公司雅培和其慈善
基金会——— 雅培基金会携手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在济南
市阳光100小学开展了第六届
雅培家庭科学教育公益项目。

当天，在小学和社区中心，
雅培科学家和志愿者同各地的
教师一起推出各种动手科学实
验，向家长和孩子传授各种基
本科学知识。家庭科教活动使
用的游戏道具大多取材于生活
中常见的物件，如：纸杯、小镜
子、气球、A4纸等，家长和孩子
们通过这些实验可以发现近在
身边的科学原理。

继2014年在全国37个城市
展开活动后，2015年雅培把这
项寓教于乐的公益活动进一步
覆盖到更多的区域，包括科教
资源相对匮乏的偏远地区小
学。旨在激发青少年对于科学
的兴趣，鼓励家庭共同参与科
学探索。

高考期间，济南海峡美容
整形医院特别发起了“爱心助
力高考”公益活动，受到广大
考生及家长的赞誉。

据了解，济南海峡美容整
形医院在很多考点搭起了“助力
高考服务站”，为学子及陪考的
家长们赠送纯净水、爱心清凉扇
等，还为考生提供了公益午休

房、考生免费吸氧等公益服务。
济南海峡整形相关活动

负责人表示：“海峡整形热衷
于公益，17年来一直用实际
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此
次的高考公益活动，是海峡
整形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希
望能够贡献海峡整形的绵薄
之力，助力高考。”

中国中青年骨科医师

学术交流会举行

第六届雅培家庭科学

教育公益项目举办

海峡整形助力高考公益服务受赞誉

近日，由章丘第五中学和济南文贞述黑参蚕鹿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承办的“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大型公益活动举行。
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和志愿者在内的1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活动通过长队接龙、水果打招呼、爱心传递等趣味体验让
学生和家长一起感受集体的力量和爱心传递。举办方还为五
中多名贫困生捐助爱心款32000元。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公益活动举行

中医大师王广信老先生有
一百年奇方，专治各种顽固牛
皮癣，鱼鳞病，湿疹，神经性皮炎
等。不打针，不吃药，无论患病多
少年，无论病情有多重，每天泡
个澡，就能轻松治好。纯中药，不
含激素，绿色安全，不伤脏腑，治
一个，好一个，效果极好。

该方以甲珠粉、沉香粉、美
人子、洪连、藏红花，当归等各15
克，蛇蜕粉、苦参、苍术等各10
克，青黛粉5克，熬21天后烘焙成
粉(一付)，用温水调成药液泡
浴。10天左右厚厚的鳞屑就能脱
净；30天左右基本康复，红斑、丘
疹消失，汗毛长出，不留印痕。而
且有“隔毛而通皮肤之窍，直达
脏腑血液”去腐生肌等功效。

该方现已生产成药，免费
电话400-6188-356免费邮寄，
药到付款。

牛皮癣患者有救了

6月7日上午，由德国弗莱
堡大学口腔医学院、历下区红
十字会、圣贝慈善基金会等主
办，济南圣贝口腔医院承办的

“8020拒绝老掉牙”公益行动
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

“8020”计划，即80岁的老
人至少应有20颗能够正常咀
嚼食物、不松动的牙齿，目的
在于通过延长牙齿的寿命来

保证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专
家组成员、原济南市口腔医院
副院长、济南圣贝口腔医院院
长王辉东谈道。主办方将每月
评选出两名60岁以上牙齿健
康的老人给予10万元的爱牙
基金赞助，并为300位缺失牙
老人提供种植牙基金援助，同
时，凡参与报名的老人均可获
得免费口腔检查。

圣贝发起“8020拒绝老掉牙”公益行动

本报济南6月9日讯(记者
陈晓丽)“姚明是我的偶像。”
来自菏泽巨野的徐大个身高
2 . 35米，比姚明甚至还高出9
厘米。本来致力于篮球事业，却
在一次灌篮时扭伤了脚，诱发多
种腿部疾病，导致双脚溃烂，无
法正常行走，从此与篮球无缘。
近日，济南周围血管病医院决
定对徐大个进行免费救治。

今年才25岁的徐大个告
诉记者，自从12岁那年，他的
个头开始快速蹿高，同村的人
都纷纷羡慕，觉得这个孩子以

后一定有大出息，建议他去打
篮球。

本身就喜欢篮球的徐大
个拼命练习，没想到仅仅练习
了3个月，就把脚崴了，当时才
15岁，“没当成大事儿，买了药
抹了抹，没想到一直不好，还
越来越厉害，后来就开始溃烂
了，站着都要拄拐，更别说打
篮球了。”

随着病情日益严重，徐大
个也遭受了近10年的非人折
磨，“经常疼的受不了，去了大
大小小不知道多少医院都没

治好，差点走上绝路。”提起往
日的种种情形，徐大个红着眼
眶，几度落泪。

据济南周围血管病医院
病房主任孙林林介绍，徐大个
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深静脉
瓣膜功能不全，导致其下肢反
复溃烂和感染，也就是俗称的

“老烂腿”。如果不及时治疗，溃
烂继续加重容易引起脊髓炎，
将面临截肢的风险。经过医院
专家会诊，目前将对徐大个采
取中西医结合保守治疗，初步
估计疗程将持续2-3个月。

2 . 35米的徐大个因“老烂腿”到省城就诊

现在越来越多的山东人
喜欢喝普洱茶、收藏普洱茶，
但是在如何长期储存方面却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部分
收藏家收到好茶却因为存放
环境的关系导致茶叶变质而遭
受损失。北方的气候沙尘较多，
干燥风大，对于喜爱收藏普洱
茶的朋友来说如果不好好注意
保存，后果会很严重。在此为
大家介绍几个普洱茶保存环
境的要求，仅供大家参考。

噪普洱茶保存之一：

保证空气的流通

云南省普洱茅市普洱茶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及著名的
普洱茶人何仕华说，流通的空

气中有较多的氧份，有利于茶
叶中微生物的繁衍，因而可加
速茶叶变化。但是不能将普洱
茶挂置在阳台上，这样放置的
茶，茶气容易被风吹走，茶味
也容易被风吹散，饮用起来就
会淡然无味。所以要有适度流
通的空气，但不能放于风口。
另外，要注意周围环境不要有
异味，否则茶叶会变味。因此，
普洱茶不可以摆放于厨房中、
冰箱内以及其他有生活异味
或工业异味的环境里。

噪普洱茶保存之二：

保证恒定的温度

普洱茶放置的温度不可
太高或太低，温度应以当地环

境为主，不用刻意地人为创造
温度，正常的室内温度就好
了，最好是长年保持在摄氏
20—30度之间，太高的温度会
使茶叶加速发酵变酸。相对来
说，春、夏、秋三季普洱茶的变
化会比冬天变化快，无论什么
时候，普洱茶不可被太阳照
射，在阴凉处为好。

噪普洱茶保存之三：

保证适度的湿度

现在好的普洱茶都讲究
要干仓存放。干仓就是指在干
爽的环境中存放，忌湿。太干燥
的环境会令普洱茶的陈化变得
缓慢，所以要有一定的湿气。在
较为干燥的环境里，可以在存放

茶叶的旁边摆放一小杯水，令空
气中湿度稍微增大。但是太过潮
湿的环境会导致普洱茶的快速
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霉变”，
令茶叶不可饮用。湿度应人为相
应控制，年平均湿度不要高于
75%，由于沿海一带温暖的海洋
性气候，湿度在梅雨季节会高
于75%，所以更应注意及时开
窗通风，散发水分。

天下普洱茶国茶马史诗
旗舰店是专注于普洱茶定制
与品鉴的茶叶品牌。现面向全
省诚招渠道、代理商。

济南旗舰店：济南市经十
路17513号(学府大酒店往东
100米路北)

咨询电话：0531-81758658

在北方如何保存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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