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状腺超微创技术落户济南市中心医院———

治治疗疗甲甲状状腺腺结结节节无无需需““一一刀刀切切””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至少
9 0 0 0 万甲减患者、1 0 0 0 万甲
亢患者、2 亿甲状腺结节患
者，但令人担忧的是整体治疗
率不足 5 % 。为了让患者得到
更科学的治疗，近日济南市中
心医院两腺外科成功引进了
甲状腺“ RFA 消融术”。

现状：甲状腺疾
病年轻化趋势显现

济南市中心医院两腺外
科超微创专家徐占彪主任表
示，甲状腺疾病的发病原因虽
然很多，但基本上都与碘的摄
入及自身体质有关。

据记者了解，作为内分泌
领域的第二大疾病，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甲状腺疾

病，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从医院的就诊情况看，甲亢、
甲减、甲状腺结节的病人明显
增多。特别是有颈部放射性接
触史者、家族性甲状腺癌病史
者、沿海地区海产品食用较多
的居民、精神高度紧张者等高
危人群，应至少保证每年一次
的相关体检。

在谈到甲状腺结节时，徐
占彪主任告诉记者，目前甲状
腺结节已成为十分常见的临床
疾病，然而，临床医师通过触诊
的发现率只有 3%-7% ，这是因
为仅凭手触摸会受到颈部软组
织、肌肉厚度、结节大小及位置
等许多因素影响。尤其当结节
较小，且位于甲状腺深部时，会
给医生的触诊增加许多困难。
所以定期的甲状腺超声检查就
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了判定
甲状腺结节的重要标准。

技术：1 毫米针孔
告别“刀疤”之痛

徐占彪主任向记者表示，
随着超声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一些直径仅有几毫米的甲状腺
小结节也无处“藏身”。当人们手
揣着被诊断为“小结节”的报告
时，心中还是不免一紧。多数人
都期望通过“一刀切”的方式，远
离疾病的侵扰。

这种“恐癌”心理在门诊患
者中到处可见。其实，甲状腺结
节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病，甲状
腺结节分多发性和单发性，一般
来说甲状腺结节多数是良性。如
果患者被诊断为炎性结节或良
性结节，没有必要采取“一刀切”
的开放手术方式。由于手术之
后，可能终身服用内分泌制剂来
控制甲状腺功能水平，生活质量

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这
批患者，专家建议可以定期复
查，必要的时候建议进行甲状腺

“ RFA 超导消融术”的微创治
疗，达到将肿物消融的作用，保
存周围完好的腺体，保证日后甲
状腺的正常功能。

据记者了解，济南市中心医
院在省内率先引进甲状腺“RFA
超导消融技术”，配合韩国高频
可视显像系统，消融针至病变部
位，产生生物高热效应，使病变
组织在热凝过程中脱水、凝固、
变性坏死，最后被机体自然吸收
或逐渐消失，从而达到治疗甲状
腺多发性结节、腺瘤、囊肿等疾
病。该技术具有可视、创口微小
仅需 1-3 毫米、治疗时间短，与
传统手术相比具有术后不留疤、
不损伤正常腺体、不终身服药、
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等特点，
已经得到了患者的广泛认可。

【相关链接】
每天送出 20 个免

费检查名额

为了普及甲状腺健康常识，
使患者及早发现疾病，接受治
疗。济南市中心医院两腺外科开
展甲状腺疾病免费筛查大型活
动。只要您是甲状腺结节、腺瘤、
囊肿的患者，无论您是想做彩超
检查还是想复查，均可拨打电话
进行免费的甲状腺彩超检查预
约。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每天
前 20 位电话预约就诊的患者，
都可以进行免费的甲状腺彩超
检查 1 次(每人仅限一次，不可重
复)

参与人群：甲状腺结节、腺
瘤、囊肿的患者，疑似甲状腺疾
病的患者

预约热线：0531-88817120

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反反复复发发作作怎怎么么办办
三叉神经痛常表现为面

颊、口角及舌部电击样、刀割
样、撕裂样剧痛，严重者不敢
洗脸、吃饭、刷牙……【颅痛
宁 颗 粒 】( 国 药 准 字
B20040012)由黑龙江省济仁
药业历经多年研创而成，该
药是治疗三叉神经的纯中
药 ，获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ZL200410013636 . 6 。【颅痛宁
颗粒】温通散寒，活血止痛。
专治寒凝血瘀所致三叉神经

痛(症见面颧部、唇舌及齿槽
发作性疼痛)。忠告患者：三
叉神经反复疼痛，应及时正
确治疗，万不可走向治疗误
区，延误病情。

地址：济南经二路 172
号医药大楼，济宁二院对面
康福，临沂忠信堂，德州医药
大楼三易，聊城水城药店，菏
泽曹州，泰安龙潭。咨询：
0531-86272430 。(买 10 赠 2 ，
全国免费送货，药到付款)

葛医药资讯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的新
方法首次在我省亮相，引起市民
的广泛关注。无需打针吃药，手术
开刀，只需睡前轻轻往眼里一点，
即可实现眼病自然康复。这种叫
做[退障眼膏]的国药，由著名眼科
专家金世勋教授潜心九年研制的
专业治疗白内障的方法———“双
蜕退障疗法”。

医学研究发现，白内障主要

是由于眼组织缺少“双蛋白酶”，
导致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变性蛋
白无法及时分解排出，附着在晶
状体表面所形成的，是发病的主
要原因。

退障眼膏是从“冰蛇”蛇蜕和
“雪蝉”蝉蜕中提取的高活性“双
蛋白酶”和脂溶性小分子药物，完
全渗透进眼组织内，当天开始溶
解变性蛋白、自由基等眼毒素，打

通排毒通道将眼垃圾排出，实现
眼病自然康复。同时激活角膜细
胞，促进角膜更新，修复“血眼屏
障”，防止眼病复发。对白内障及
角膜斑翳等各种眼病的效果极
好。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新药，并
授予甲类OTC。特别消息：“白内
障复明工程”来到我省，打进电话
可享受成本价购买。

详细咨询:0531-86990609

白白内内障障新新药药在在我我省省首首次次亮亮相相

基基因因靶靶向向抗抗肿肿瘤瘤，，公公益益援援助助来来电电领领

什么是基因靶向疗法？
现在，基因靶向抗肿瘤成为

继手术放化疗之后的第四大疗
法，是因为它有以下优势：

1、靶杀肿瘤细胞不伤身：就
像射击打靶一样，只针对肿瘤细
胞基因进行损伤，使肿瘤细胞特
异性死亡，而不会波及正常组织
细胞。迅速缓解疼痛、恶心、呕吐
等症，减轻胸腹水等恶病质。

2、大幅延长晚期患者寿命：
抑制原发灶、凋亡转移灶，让晚期
患者得以“带瘤生存”，提高生活
质量，活得久更活得好。

3、与放化疗联合，增效减毒：

基因靶向产品联合放化疗一起，
可增强放化疗效果的同时，大幅
减轻其毒副作用。

目前，基因靶向药物已发展
到第三代，具有纯天然提取无毒、
多靶点、无需基因检测、适用各种
肿瘤等优势。
价值 1107元，一个电话送到家
中美霹克、荣立药物研究所，

自即日起联合发起“关爱生命，科
学抗瘤”——— 基因靶向抗肿瘤免
费援助活动。我们将为肿瘤患者
免费提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研
发、华北制药生产的第三代基因
靶向抗肿瘤产品(价值 1107 元)。

援助对象：恶性肿瘤患者。电
话预约，了解详情后即可领取。

报名时间：即日起 5 天内，肿
瘤患者本人或亲属均可电话报名。

报名热线：400 — 639 — 9009
第三代基因靶向抗肿瘤产品

前两代基因靶向产品每月费
用约在一万元左右，且靶点单一，
容易耐药。

第三代基因靶向产品具有多
靶点、无需基因检测、适用更广泛
等优势。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研发的

“金雀异黄素”，纯植物提取无毒，
属第三代基因靶向高端产品，是我
国基因靶向抗肿瘤领域的新突破。

胃胃肠肠病病，，老老中中医医教教你你巧巧食食疗疗
胃肠病易恶变，民间中医 47 年研发食疗专利，邀您体验

气温骤降,胃肠病高发。民
间中医王立财提醒:“寒邪客胃、
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均可致胃
肠病变,反复发作不仅痛苦不堪,
严重者还会恶变。”

据悉,王立财祖居吉林通化,
17 岁从医痴迷中医创新,行医 47
年擅长老胃病、颈腰椎病(腰突、
颈椎病另有睡觉疗法,480 元/周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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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激活胃底神经堪称一绝。胃
肠病不管轻重,服用食疗方一包,
均有奇迹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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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为食疗方,非药品保健
品,可放心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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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风
险体验。行动不便者可货到付
款。本人从医 40 余年,谨遵医德,
不欺骗百姓,敬请康复者代我宣
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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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肤肤病病大大专专家家涂涂平平月月底底来来济济

本报济南 12 月 12 日讯
(记者 孔雨童 ) 1 2 月 2 4
日，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将
邀请我国皮肤病泰斗级专家
涂平前来坐诊，为市民诊治
各种皮肤问题。对于一些有
顽固性皮肤病的患者来说，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涂平，男，医学博士，博
士研究生导师，中央保健会
诊专家。现为北京大学皮肤
性病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首席
专家，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
学会皮肤组织病理学组组

长。涂教授长期从事皮肤科
临床工作，对中西医结合疑
难、重症皮肤病方面造诣极
深，在皮肤肿瘤和皮肤激光
美容等领域亦建树良多。

会诊时间：12 月 24 日
会诊地点：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经三路 165 号)门
诊二楼专家诊室

想要预约的市民可拨打济
南市皮肤病防治院电话(0531-
87036224)或登录医院官网预
约，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微信
预约：搜索“ j n s p f y ”加关
注——— 进入主页预约。

山东省抗癌协会早期肺癌精准诊疗研讨会

肺肺癌癌诊诊断断进进入入““电电磁磁导导航航””新新时时代代
本报济南 12 月 12 日讯(记者

陈晓丽) 如何实现癌症的早
发现、早诊断呢？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山东省抗癌协会早期肺癌精准
诊疗研讨会上获悉，随着电磁导
航支气管镜诊断技术的发展，肺
癌——— 这一发病率最高的癌症将
可以实现“无死角”微创诊断。

专家介绍，肺癌是近五年来
我国发病率和死忘率排第一位的
肿瘤。目前肺癌早期诊断遇到的
难题是，针对 CT 发现的肺部小
结节，如果采取定期随访观察的
方法，患者在心理以及经济上承
受着负担。而如果采取积极手术
肺叶切除的策略，部分患者可能

会遭遇“切除良性肿瘤”的现象。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解决了这

一难题。目前，在美国每年大概有
数万例患者接受检查并从中受
益。在国内，由于刚刚取得进口许
可，仅极少数医院拥有并开展此检
查。近日，山东省肿瘤医院电磁导
航支气管镜正式举行开机仪式。

本报济南 12 月 12 日讯(记
者 陈晓丽) “还有孔大夫的
号吗？”12 月 10 日，位于泉城路
附近的一家中医馆内挤满了人，
许多市民闻讯赶来“抢号”。原来
当天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的
孔伯华的“传人”孔德麒来济南
义诊，引来了很多市民前来就
诊。据悉，当天北京同仁堂泉城

路店正式开业，而北京同仁堂特
聘专家孔令誉、孔德麒等知名中
医专家将定期到济南坐诊。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和养生
意识的提高，中医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青睐。12 月 10 日，北京
同仁堂正式进驻济南，旗下同
仁堂泉城路店正式开业。

据介绍，该店除销售各类

中药材及药品外，还有中医专
家坐诊，并将定期邀请孔令誉、
孔德麒等中医名家到此坐诊。
其中，孔令誉是有“京城四大名
医”之称的孔伯华先生之孙，从
事中医临床三十年，临床经验
丰富。尤其擅长心脑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各种妇科病
症等。

京京城城四四大大名名医医传传人人来来济济义义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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