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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态和互相支持的家人，支撑他抗癌八年

手手术术后后第第四四天天，，他他就就唱唱起起了了歌歌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实 习 生 吕蒙蒙

“手术大半年后去了台湾，三
年后又去了西藏，到海拔 5190 米
的时候，别人都需要吸氧，我依然
体力充沛。”八年前，54 岁的李光
杰被查出来结肠癌，不过他没有

被打倒，在好心态和家人这两件
法宝支持下，他坚强地与病魔抗
争多年。

2009 年，李光杰因结肠癌住
进了医院，三天后就进行了手术。

“手术第二天清醒之后，家人都不
知道怎么说，我告诉他们不用瞒
着我，我心里都清楚，一点都没害
怕。”

随后，李光杰开始了化疗治
疗，总共进行了七个疗程。“化疗
的时候经常在考虑的问题就是中
午吃点啥，基本上是一顿饭都没
少吃。”身体基础不错的李光杰，
治疗期间身体状况也让医生和护

士感到诧异，甚至到出院的时候
体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长了 9
斤。

“高高兴兴一天是一天，愁眉
苦脸一天也是一天。”现在碰到其
他病人，李光杰都告诉他们要保
持好的心态，乐观积极的心态是
十分重要的，自己想吃点什么就
尽量吃，合理搭配自己个人的饮
食，只有保持好的心情，合理饮食
保持体能，才能更好地对抗病魔。

李光杰得病的时候上有老
下有小，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
好，但是家里全力以赴地为他
治病，不惜每天花费几百元通

过吃保健品增强体质。“不管怎
么样，家里人对我都很支持，在
治病方面一点也不含糊。”当时
家人之间有什么事毫不隐瞒，
因为自己心态很好，所以整体
家庭氛围也很轻松。

李光杰提到，他的孩子一直
是他的骄傲，“做手术第四天，孩
子就考上研究生了，我就高兴得
开始唱歌。”医生护士还提醒他要
注意伤口，他认为当时周围所有
的人和事都是对他有利的，让他
感觉心情很愉快，思想上没有一
点负担。

在乐观心态的影响下和家人

的支持下，李光杰身体的恢复也
很快，游览了很多城市和景点，增
加了人生阅历。

抗癌明星报名方式

1 . 拨打报名热线 0 5 3 1 -
85196052、85196381 报名。2 . 加
入本报抗癌群“齐鲁抗癌家园”(群
号：413081038)报名。本报记者将选
取患者进行专题采访报道。每一
位入选的抗癌明星都可以参与

“山东省十大抗癌明星评选”，推
荐人也可参选“优秀推荐人”，获
得健康机构提供的礼品。

德德州州妈妈妈妈六六年年终终圆圆““二二宝宝梦梦””
“2017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九项检查免费 报名热线：0531-89730558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哈哈……”4 月 17 日上
午，阵阵欢笑声，从济南嘉乐生
殖医院的诊室内传出。循声而
去，记者见到了来自德州禹城
的 6 个月准妈妈董女士。笑声
背后，是一个用 6 年时间要二
胎的妈妈的故事。

“齐鲁圆梦工程圆
了我的儿女双全梦”

德州禹城的董女士，今年
33 岁了，已经十岁大小的女儿
乖巧懂事，而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女儿天天吵着要小弟弟。
转眼间，6 年的光阴过去了，董
女士的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
二胎梦成了夫妻俩心底的一道
痛。

转眼间，时光来到了 2016
年，多年不孕的董女士经过计
生委推荐参加齐鲁圆梦孕育工
程，并来到圆梦定点医院———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进行就诊。
来到医院以后，董女士向接诊
专家提到了自己月经周期异常
已有 7 年的历史，未避孕未孕
6 年。了解了董女士情况以后，
专家详细检查并确诊，主要是
双侧输卵管粘连并梗阻引起的
不孕问题。在经过圆梦定点医
院的精细治疗后，两个月后，董
女士顺利怀孕，并顺利产下一
健康男孩，儿女双全，人生圆
满。

“我现在感觉非常幸福，多
亏了齐鲁圆梦孕育工程这个好
活动，让我找到了济南嘉乐生
殖医院，如愿以偿地生了个男
孩，一儿一女，人生幸事也就如
此吧。”前来报喜的董女士如是
说。

治疗不孕，对症最重要

治不孕，为啥有的治数年，

有的仅月载就怀了？
据济南嘉乐生殖医院专家

介绍说，想要治疗不孕不育，找
对病因是重中之重，不然就是
盲目治疗，白白浪费时间、金钱
以及精力。这也就是为何来诊
的患者中有的治疗了三五年，甚
至十年二十年，却没有效果，而
来到济南嘉乐生殖医院，在经过
科学的检验筛查，规范的诊疗
后，短短时间就神奇地怀孕了。
其实这并不稀奇，只要找对病
因，然后对症施治，就能让患者
少走弯路，缩短诊疗时间，同时
也为患者大大减少了经济负担。

2017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
已正式启动，报名即可享价值
1370 元不孕症免费九项检查，
快速查明不孕病因，专业生殖
医院保障，助力不孕不育家庭
早日圆其孕育梦想。

首批“圆梦宝宝”
已经两岁

近年来，我省不孕不育呈
现高发态势。调查显示，平均每
8 对夫妇就有 1 对存在生育障
碍。同时由于不孕不育的病因

复杂、治疗周期长，因此导致很
多家庭花在治疗不孕道路上的
时间几年甚至十几年，很多家
庭更是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
负担。为此，齐鲁晚报与济南嘉
乐生殖医院于 2014 年 3 月联
合发起“齐鲁圆梦孕育工程”大
型不孕不育公益救助活动，三
年来共为 3000 余个家庭提供
免费病因筛查，数百个贫困不
孕家庭提供全免费治疗，圆梦
成果遍布齐鲁大地，首批圆梦
宝宝目前已经两岁多了。

山东省内的不孕不育家庭
可通过电话报名参与齐鲁圆梦
孕育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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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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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资格审查工作将由工程
办公室完成。

颈颈肩肩腰腰腿腿痛痛 老老中中医医巧巧外外敷敷
寻 50 名腰突、颈椎病、膝关节、老胃病患者康复后拍 CT 片对比

近日，“这才叫中医巨匠，
40 分钟叫停颈肩腰腿痛”一文
刷爆朋友圈。老中医王立财说：

“我 17 岁痴迷中医，妙手偶得
颈腰椎外敷方，不论症状轻重，
外敷一次超乎想象，现已获国
家专利 2008103020868 ，本人
谨遵医德不欺骗百姓，可康复
后拍 CT 片对比！”据悉，王立
财 1955 年生于吉林通化，痴迷
中医创新 40 余年，擅长胃肠
病、颈腰椎、风湿骨病，已获近
10 项国家专利，成为用“煎药
锅”叫板手术刀的民间名医。王
大夫开方下药与众不同，独家
使用水蛭、土虫等血肉之品，行
破血之法研发出外敷中药包，
患者只需睡觉时外敷 12 小时

(重症者加长 2 小时，同样达到
满意)。住院及尝试各种方法无
效者，花费几百元，开车、跑步、
爬山均不耽误。王立财因此入
选《世界名人辞海》，被誉为中
医奇人。现王立财小偏方体验
店“省中医”店 1 周年，寻半信
半疑者拨 0531 — 86666626
参与 480元零风险体验。

王立财承诺：患者得病
已很痛苦，我绝不欺骗患者。
凡寒凉怕冷、瘀痹不通者，可
配合风寒湿邪泡酒方，拔
除寒凉控制复发。王大夫另
有老胃病鸡内金食疗方，可
直敷胃壁，激活胃底神经，重
症者可加微信 15315133999
索方，跟踪至康复。

患者们在济南嘉乐生殖医院排队候诊。

出出游游前前要要全全面面评评估估身身体体状状况况
糖尿病患者旅游一定要多带双鞋

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讯(记
者 焦守广 实习生 孙慧
丽) 生活水平提高了，出外旅
游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糖尿病患者适合出外旅游吗？
山东省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专
家肖意林表示，糖尿病患者外
出旅游要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做个全面评估。
糖尿病患者外出旅游的时

候，应该请专科医生对自身状
况做一个全面的评价。

另外，要带好糖尿病标识
卡，写好自己的姓名、地址、紧
急联系方式、自己的病情摘要，
一旦在旅游中发生意外它可以

帮助别人对你进行及时的救
治。其次，准备好自己的小药
箱。为了预防旅行中突然出现
低血糖，还要随身带好糖果、点
心、饼干等零食。“再强调一点，
糖尿病病友出门旅行一定要穿
舒适的鞋子，而且要多带一双，
在长时间步行后及时替换。”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帕金森都是脑组
织细胞受损病变萎缩，脑神经
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症状为
头晕健忘、失眠焦躁、说话不
利索；行为迟缓、手抖身僵。中
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禁、瘫
痪，及早治疗尤为重要。

强寿益智康脑丸是国家
药 监 局 审 批 的 国 药 准 字
(Z20025059)专业治疗药品。
此药传承广西壮医药精髓，
最新低温萃取科技，使药物
成分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强
力修复受损的脑组织细胞，
恢复脑神经功能；快速改善
头晕、流口水、肌无力等症
状，解决了脑病治疗效果差
的难题。配方独特、疗效突出
而喜获国家优秀发明专利：
ZL200510004868X。发明专利
原文摘要:“本发明药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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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见效快！”

国家配方专利，国药准字
号药品，服用后头不晕了，不糊
涂了，手抖身僵状况减轻，整个
人焕然一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 700 8835

我国每年约有 350 万心
血管疾病患者猝死！心脏
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患者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冠通 1 号牌丹蓝通络口
服液是药监部门审批的(国
药准字 B20020723)专治心脏
病的药物。它源自苗药奇
方，36 味大组方，液体剂型，
能快速瓦解小血管血栓，打
通微血管，突破心脏病治疗
的最后一道屏障，氧气、养
分输送到心肌细胞，修复受

损、干瘪的心肌细胞。
冠通 1 号服用后可化瘀

通络、益气调中，可改善气血
两虚引起的心慌、胸闷、神疲
乏力、气短、失眠、食欲不
振、脉搏不齐等症状，真正让
心血管疾病患者重获希望！

咨询电话：400 700 8825
(广告批准文号：黔药广审
(文)第 2016050039 号。禁忌：
出血者忌服。注意事项详见说
明书，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心脏脏病病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小血管溶栓治心方热销齐鲁

主办：齐鲁晚报 山东省抗癌协会

寻找身边抗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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