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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雨童

她们，曾经是一群四处求
医、几经挫折的不孕症患者，今
天她们溢满幸福，喜当妈妈。她
们就是齐鲁圆梦孕育工程的圆
梦妈妈们。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是我省
首个大型不孕不育救助公益活
动，由齐鲁晚报与济南嘉乐生殖
医院联合主办。三年来，作为齐
鲁圆梦孕育工程定点医院的济
南嘉乐生殖医院总共完成免费
不孕症排查 3000 余人次，费用减
免达到 1000 余人次以上。其中全
额救治贫困、残疾和失独家庭近
100 人次以上，为山东优生优育
和生殖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如今 2017 齐鲁圆梦孕育工
程业已正式启动，活动将为超过
1200 个家庭提供免费病因筛查，
100 个贫困不孕症家庭提供全免
费治疗，广大不孕不育患者现在

即可拨打 0531-89730558 报名参
与，届时可直接到定点医院享受
价值 1370 元的不孕症免费九项
检查。

圆梦准妈—
泰安肥城李女士

30 岁的女人，却从没有来过
月经，婚后两年不孕，为了躲避
邻里亲朋对于孕事的问询，更是
远走国外务工，她就是来自泰安

肥城的圆梦准妈妈李女士。
李女士今年已经 31 岁了，

在 30 岁之前，表面看起来乐观
甜美的她，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
小秘密，那就是别的女人每个月
都会有月经，而她却没有。2007
年 3 月，曾经因为“垂体腺瘤”在
某医院行手术治疗，术后却依然
没有月经。后来遇到心仪的丈夫
后，李女士的心里却始终忐忑
着，几经思虑后，她向丈夫道出
实情，而丈夫在听到以后，非但

没有离开她，反过来安慰她说，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相信一定能
治好，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婚后的两年，小两口一直严
守着这个秘密，偷偷四处求医，
然而却始终没有结果，后来有些
灰心的李女士在丈夫出国后，再
也承受不了亲朋的询问，也选择
了出国务工。2016 年 6 月，一次
偶然的机会，李女士通过齐鲁圆
梦孕育工程来到济南嘉乐生殖
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后诊
断为：原发闭经、垂体瘤术后、卵
巢子宫发育不良、高泌乳素血
症。接诊专家根据李女士的实际
情况，采取两步走策略，首先中
西药调理，改善内分泌，规律月
经周期，然后再行调卵试孕。经
过治疗后的第二个月，30 岁的李
女士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
一次月经来潮，她激动地哭了，
感觉自己终于是个真正的女人
了，同时也对嘉乐医院的专家充

满了信心。阳光总在风雨后，治
疗四个月后成功怀上了双胞胎，
现在的李女士对未来生活充满
憧憬。

圆梦孕育工程报名方式

有嘉乐，家有乐，齐鲁圆梦，
圆万家生儿育女梦。免费筛查不
孕症病因，经验丰富的生殖专家
坐诊。报名热线：0531-89730558。
也可登录齐鲁晚报网通过网上
报名方式参与报名，报名网址：
http ://www.qlwb.com.cn/zt/
160425-1/，届时，患者下载打印
或网上提交报名表均可。或是
由当地计生组织统一团体报名
参与，参与免费检查活动的家
庭请携带相关身份证和结婚
证，申请全额免费治疗的贫困、
残疾家庭无需再到当地政府部
门开具的证明，资格审查工作
将由工程办公室完成。

3300 岁岁无无月月经经母母亲亲怀怀上上双双胞胞胎胎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广征不孕症家庭，九项检查免费，电话：0531-89730558

葛医药资讯

鸡鸡眼眼 脚脚垫垫 干干裂裂有有妙妙招招

日前在济南共青团路 68
号(市中医东邻)有一种外用
轻松祛除鸡眼、脚垫、硬茧、干
裂、脱皮、脚气等问题的产品
很受青睐。据了解，这种叫“香
港易清足”的外用产品采用国
际先进的生物剥离技术，由多
名专业人士依据古方结合现
代医学研制而成。它是一种活
性提取物，迅速穿透脚部死

皮、硬茧，平衡皮下营养，抑菌
清毒，使之与正常皮层自然分
离，使鸡眼、脚垫等自然脱落
消失，恢复脚部光滑健康。

据观察，前来购买的有
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其中很
多人都提到“是朋友介绍来
的”。这里有一个交流号码
0531-66960943，有需要的可
以联系，还可免费送货上门。

2016 年 10 月 27 日，部分圆梦妈妈应邀参加 2016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报

告会暨公益电影《一家两口》看片会。

治治白白癜癜风风可可获获全全额额医医药药费费补补贴贴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计委、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等 中 央 部 门
2016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
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文件
精神，近日，华海白癜风医院多
方筹集社会资金，设立了白癜
风患者“精准扶贫”专项基金，
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困难白癜风

患者开展公益救助。
救助政策如下：
一、凡初诊患者报名申请，

可获 5000 元扶贫救助基金，免
费治疗一个月。

二、患者可通过自愿参与爱
心传递活动，最高可获得全额的
治疗费补贴，实现免费康复。

三、奉献爱心突出的患
者，还可获得基金会“家庭困
难扶贫金”救助，实现彻底脱
贫。

首期扶贫名额，每地市每
月限额 50 人。

白癜风“精准扶贫”热线：
400-6567-178

高高血血压压是是脑脑梗梗最最大大致致病病诱诱因因
专家：按医嘱服药、保持良好情绪很重要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实 习 生 王 倩

发病后 3 . 5 个小
时内是最佳抢救时间

“脑梗，又被称为缺血性脑
卒中，中医上一般叫中风。”唐
吉友解释道，脑梗是由于各种
原因导致的大脑局部区域供血
不足，从而产生缺血缺氧性病
变坏死，其中，脑部动脉粥样硬
化导致的脑血栓形成，是最常
见的脑梗类型。

唐吉友表示，高血压是脑
梗的第一大高危因素，同时，高
危因素还包括高血脂、糖尿病、
肥胖、吸烟、过量饮酒、缺乏体
育锻炼、长期精神压力等，“血
压突然升高或降低、感染、拉肚
子导致脱水、发烧等均可能诱
发脑梗。”

目前，脑梗的发病率、死亡
率和致残率都居于首位，危险
性极高，但该病的发作并非完
全无迹可寻。“当出现说话变得
不清楚、手感觉麻木、肢体无
力、面部不适等症状时，可能是
发生脑血管病变的前期表现，
需要及时就医。”唐吉友说道。

唐吉友提醒，脑梗的最佳
抢救时间是发病后的 3 . 5 个小
时以内，最晚也就 4 个小时，

“在此时间段内及时进行溶栓
治疗，可以有效防止致残或死

亡，甚至能完全恢复正常。”

做好高危因素的
一级预防

唐吉友介绍，如果本身存
在以下基础性疾病：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吸烟、睡
眠呼吸暂停、心脏病 (例如房
颤)，要注意对症治疗，定期复
查监测相关指标，同时可以服
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务必按
照医嘱规律用药。

“门诊上不少患者拿了药
回去，一看说明书上可能会出
现的副作用，就不愿意吃了，还
有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得了高
血压，认为吃药会有依赖性，不
愿意及时治疗。”唐吉友说道。

同时，平时要注意多运动；
饮食清淡，不要吃过于油腻、过
咸、过甜的食物；戒烟限酒，烟

草中的尼古丁可损伤血管内
膜，引起小血管收缩变窄；保持
良好的情绪，防止暴怒或长期
焦虑抑郁；注意休息，生活规
律，避免过度劳累引起血压波
动；注意保暖，寒冷的刺激会导
致血管收缩，因此冬季往往是
脑梗的高发季节。

“当脑梗已经发作的时候，
没有专业医务人员处理，基本
没有办法缓解病情。”唐吉友说
道，因此，这时亲属朋友最重要
的就是保护病人安全，“要及时
查看周围环境是否安全，如果
有潜在危险，要将病人移动至
安全地带，并且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查看病人是否
呼吸、心脏暂停，是的话应该立
刻通过心外按压复苏；病人嘴
里有东西时，要帮助其清除干
净，并将头侧向一边，防止呕吐
物呛入呼吸道导致窒息。

“脑梗的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居首位，超过心血管疾病
和肿瘤。”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吉友介绍。据相
关统计，中国每年新增脑梗患者 200 万，每年死于脑梗的人数超过
150 万，预后患者中约 3/4 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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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了了皮皮癣癣 该该怎怎么么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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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88 爱爱肝肝日日””名名医医面面对对面面
检查费全免，最高可申请 15000 元肝病救助金

本报济南 3 月 13 日讯(记
者 焦守广) 近日，中国扶
贫医疗救助项目山东站联合
知名肝病专家联袂会诊暨
1000 万肝病援助金发放活动
在全省启动。

活动对象：全省患有乙
肝、丙肝、肝硬化、肝癌、酒精
肝、脂肪肝等肝病患者。活动
时间：3月 15日-20日。活动地
点：济南中山肝病医院，活动
形式：肝病名医面对面会诊。

活动内容：1、专家挂号
费及会诊费全免「限预约患
者」；2、肝脏有关的化验、检
查费用全免；3、肝病治疗免
费救助一次；4、药费救助 10%
-20%，部分药品全额救助；5、
治疗费救助 20%-30%；6、可
申请 3000-1 . 5 万元肝病救助
金(限预约患者优先)。

详 情 可 登 录
www.zgyljz.org 或拨打 0531-
85922222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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