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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岁岁女女童童染染上上慢慢性性胃胃炎炎
专家：幽门螺杆菌易致“一人得胃病，全家被传染”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年仅 7 岁的女童雯雯，竟然
患上慢性胃炎。医生在仔细询问
之后，才发现来源是有多年胃病
的姥姥。为何会出现这种“一人得
胃病，全家被传染”的情况，被称
为包括胃癌在内诸多胃病罪魁祸
首的幽门螺杆菌又离我们有多
远？

7岁女童得慢性胃炎之谜

近日，济南天桥区王女士 7岁
的小女儿雯雯，总是嚷嚷着肚子
疼。一开始，王女士以为是女儿吃
饭不规律，总吃零食，把肚子搞坏
了。后来，她带着雯雯来到济南五
洲医院一查，女儿竟然有轻微的慢
性胃炎。王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小
小年纪，怎么就得了胃病呢？

几经询问下，胃肠专家张力

主任了解到王女士的母亲是一位
多年老胃病患者。“平时孩子是我
母亲带的比较多。但是胃病也可
以传染吗？”王女士很诧异。

张力主任介绍说，很多胃肠
疾病久治不愈是由一种叫做幽门
螺杆菌感染所造成的，这种弯曲
菌主要存在于人的胃、口腔、粪便
中，可通过接触病人的唾液、亲吻
以及共用餐具后经口传染，而且
传染性极强。

“好多上了年纪的人给小孩
喂东西吃的时候会自己先试一下
温度，再给孩子吃，甚至有家长把
食物在自己嘴里咬碎了再喂孩
子，儿童和婴幼儿感染幽门螺杆
菌大多正是由于大人这样喂食造
成的。”张力说。

张主任还指出，幽门螺杆菌
感染是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性
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MALT)淋巴瘤和胃恶性肿瘤的

主要致病因素。初次感染幽门螺
杆菌年龄较早的人群萎缩性胃炎
及胃癌的发生率较高。

“家长若感染了要及早发现
和治疗，以防传染给孩子。需要警
惕的是，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
感染过幽门螺杆菌。目前胃癌在
我国癌症死亡原因中位列第二
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感染
了幽门螺杆菌发展而来，因此市
民一定要重视。”张力说。

防胃肠道肿瘤，应及早检幽
门螺杆菌

那么，哪些人应当及早检测
幽门螺杆菌呢？张力主任提醒：常
在外面用餐及有消化道症状的人
群，如胃痛、胃胀、胃酸、烧心、口
臭、打嗝等症状者，应尽早接受幽
门螺旋杆菌检测，查一查是否感
染有幽门螺杆菌，以及检测感染
的程度。

幽门螺杆菌检测已作为胃病
检查的常规检查项目。目前济南
五洲医院引进的新一代 C14 呼气
检测卡，检测方法简单、快速，受

检者只需往检测卡里轻轻吹一口
气，通过专业仪器就能准确查出
是否感染了该病菌、感染的数值
高不高。

葛医药资讯

三叉神经痛发生在面部一侧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如放电、针刺、刀割样的常人难以忍受
的疼痛性神经疾病。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于 2004 年引进“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
也效果显著，手术无痛苦，安全高效低复发。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头晕、健忘、失眠、说话

不利索、行为迟缓、手足震
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
禁、瘫痪。脑萎缩、帕金森是
脑组织细胞受损变性衰亡引
起的，及早治疗是关键！

强寿益智康脑丸是以中
医辨证施治原则,精选五指毛
桃、扶芳藤、牛大力、千斤拔、
红参、肉苁蓉等多味名贵中药
科学配伍,历经数年的研究和
临床病例追究观察,并结合现
代医学的先进科技,发明研究
出来的治疗脑萎缩、痴呆、帕
金森的中成药。

该药已荣获国家发明
专利 :ZL200510004868X 。发
明专利摘要:“本发明药物益
智康脑丸具有补肾益脾 ,健
脑生髓功能,治疗脑萎缩、老
年痴呆、帕金森等脑病,见效
快 ,效果好 !”该药获得国家
药 监 局 审 批 ( 国 药 准 字
Z20025059)。

益智康脑丸为纯中药制
剂 ,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的理
想药物。用后患者整个人焕
然一新,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咨询热线:400 700 8835

胃胃肠肠病病，，老老中中医医教教你你巧巧食食疗疗
胃肠病好消息！民间中医研发食疗方获国家专利，特惠中

气温骤降，胃肠病高发。张
先生说“我胃溃疡 10 年，用过
很多方法还总是反复，我该怎
么办？”王立财提醒：“胃肠病反
复发作不妨试试食疗方”。

据悉，王立财祖居吉林通
化，17 岁从医，痴迷中医创新，
行医 40 余年，擅长老胃病、颈
腰椎病。王大夫巧用鸡内金、砂
仁等药食同源之物，创新萃取
工艺研发老胃病食疗方，可“直
敷胃壁法”快速激活胃底神经
网，堪称民间一绝。老胃病不管
轻重,服用食疗方一包就会有
奇迹发生，很多患者 40 天左
右，饮酒食辛辣之物不受影响。
10 到 20 年者也不过 3 — 5 个

月。急慢性胃肠炎、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糜烂萎缩等均可用此
方调养。现该方“鸡内金颗粒”
已获国家专利 2008103020798,王
大夫也被列入《世界人物辞
海》。

王大夫声明：为庆祝聚安
堂小偏方“省中医店”开业，重
症反复者可拨 0531-86666626
参与 230元 5盒送 6包，不满意
分文不花，零风险体验。行动不
便者可货到付款。前 30 名预订
有惊喜。现因工艺复杂，原材料
价格上涨，已供不应求，请少量
购买，切勿囤积。敬请康复者代
我宣传，谢谢！本人另有腰突、
颈椎病睡觉疗法免费体验中。

得得了了皮皮癣癣 该该怎怎么么做做
得了皮癣别犯难，如浑

身瘙痒，起白皮，起红点，一
挠一大片，或皮肤干裂，一
碰就钻心疼等情况，建议试
用药博士牌百癣夏塔热片
治疗，它从皮癣病因入手，

可有效清除异常黏液质和
胆液质，消肿止痒，有效治
疗手癣、体癣、足癣、花斑
癣、过敏性皮炎、痤疮。

祛癣专线：400-833-1911
货到付款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引进“微血管减压术”

安安全全无无痛痛治治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面面肌肌痉痉挛挛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微血管减压术治
疗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是指发生在面
部一侧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如
放电、针刺、刀割样的常人难以
忍受的疼痛性神经疾病。三叉
神经痛早期可选择药物治疗，
但并不能真正治疗疼痛。这些
药物长期服用会造成肝功能损
害、白细胞减少等毒副作用。并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疗效逐渐
减退，最终造成大量服药却不
能控制疼痛的结果。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成
军群主任、关良教授较早在山
东地区开展微血管减压手术治
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
神经痛。

关良教授说，治疗三叉神
经痛的方法很多，但是效果最
好、最能彻底治疗的方法是显
微血管减压术。手术方法是在
显微镜下将位于三叉神经根部
走行异常、并对三叉神经造成
压迫的血管推移离开，并用特
殊材料固定，使血管不接触到
三叉神经，从而解除其压迫，恢
复三叉神经的正常功能，使三
叉神经痛症状得到完全消除。
手术无痛苦，整个手术操作过
程是在显微镜下完成的，保证
了手术的精细程度和安全性。

成军群介绍，济南脑科医
院神经外科于 2004 年引进此
项技术，在山东地区较早开展
三叉神经痛的研究和临床治疗
工作，迄今已治疗众多患者，经

过近十年的长期随访，治疗例
数和治疗效果在国内均属领先
水平。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
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
痛已成为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
科的特色治疗项目之一。

治疗面肌痉挛安
全高效低复发

面肌痉挛起病多从一侧下
眼睑开始，以后逐渐扩散至面
部，痉挛初期为间歇性，逐渐频
繁，特别是在情绪紧张、疲劳等
情况时面肌抽搐明显。抽搐严
重时影响视觉、言语和睡眠。

成军群介绍，面肌痉挛主
要表现为一侧面部肌肉发作
性、节律性地不自主抽动。多见
于中老年，主要病理为颅内面
神经受到异常走行血管的压
迫，面神经受到刺激，产生异常
神经冲动，导致面部肌肉抽搐。

据介绍，面肌痉挛目前无
特效的药物。微血管减压术是
治愈面肌痉挛的有效方法，手
术方法是在显微镜下将位于面

神经根部走行异常、并对面神
经造成压迫的血管推移离开，
并用特殊材料固定，使血管不接
触到面神经，从而解除其压迫，
恢复面神经的正常功能，使面肌
抽搐症状得到解除。该项手术技
术的日臻完善，具有的微创、安
全性高、效果显著以及低复发
率和并发症等特点。

该 院 对 近 两 年 就 诊 的
1400 名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
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75% 以
上患者对目前世界公认最先进
的治疗方法——— 微血管减压手
术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针对
这些问题，该院开通了专线电
话 0531-66696661 并组建了专
家团答疑解惑。同时，该院在医
院门诊开设了针对三叉神经
痛、面肌痉挛的功能神经外科专
家诊室，周一到周日都安排了专
家坐诊，还开通了专门网站：
www. 66696661 .com，患者及家
属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咨询。

医院地址：济南市北园大
街 372 号(大明家居东侧)；咨询
电话：0531-66696661

本报济南 1 1 月 1 4 日
讯 (记者 陈晓丽) 由中国
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主办、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承办的

“减痛缓疾 喜乐保护”骨
关节炎患者规范化管理公
益项目将于 1 1 月 2 0 日上

午举办。现场可领取健康手
册，免费进行专家咨询和骨
密度筛查。

活动时间：上午 8:30 —
12：00

活动地点：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门诊楼二楼会议室

周周日日到到省省千千医医免免费费查查骨骨密密度度今今起起到到山山大大二二院院可可申申请请免免费费人人工工耳耳蜗蜗
本报济南 11 月 14 日讯(记

者 陈晓丽) 近日，“ 1-6 岁
听障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
目”在山大二院启动。即日起，
山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开
始接受 1-6 岁听障儿童人工耳
蜗救助申请，符合救助条件者

可直接到医院申请，筛查通过
后安排手术。免费救助内容包
括：进口人工耳蜗产品、手术
费、术后 5 次调机费和术后 1
年康复费。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是全国
首家新三甲医院，山东省人工

耳蜗项目定点手术单位。申请
地点：济南市北园大街 247 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门诊四层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

联系人：
王 喆 13964129714
范新泰 18888342882

葛信息链接

近日济南五洲医院正在开展
“胃肠病优免普查”活动，坐诊专
家有原济南空军 456 医院隋瑞林
主任、倪民远主任、原军区总院专
家张力主任和省中医专家孔主
任、杨国波主任等。此次胃肠检查
活动推出多项优免政策，只需花
150 元，可检查包括胃肠在内的十
多项，很受大家欢迎，预约电话
0531-85864008 整天响个不停，
院方提供的每天 20 个减免名额
也是一抢而空。

本次胃肠消化病健康普查执
行以下优诊政策：1、健康筛查 150
元套餐检查项目包括：胃部显影

扫描检查和幽门螺杆菌检测、心
电图检查以及肝、胆、脾、胰、肾彩
超检查(原价 498 元)。2、无痛胃镜
仅收 350元(原价 700元)3、无痛肠
镜仅收 450元(原价 900元)

张力主任医师简介

原济南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
专家，退休后受聘于济南五洲医
院任首席专家。擅长于各种消化
系病症的诊治，尤其对胃肠病的
治疗与调理临床经验丰富。坐诊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专家咨询电
话：0531-8586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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