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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金金森森病病大大型型义义诊诊活活动动1199日日举举行行
提供免费诊疗、解答及护理指导，咨询电话：0531-81183636

每年新增10万名帕
金森患者

随着世界老龄化社会的来
临，帕金森病患病率逐年增长。
全球现有400余万帕金森病患
者。我国就有250多万，居世界第
一，而且每年还要增
加10万新发病患
者。最新的流
行病学调查
显示，我国65
岁老年人帕
金森病的发

病 率 高 达
1 . 7 %，其中
50%～60%的
患 者 没 有 就
医，且农村和
中西部地区的

情况更为严重。
帕金森病的治疗
主要包括药物治
疗与手术治疗，
其中微创脑深部
电极植入手术已
经是治疗帕金森
病主要 手 术 手

段，该手术微创、安全系数大，有
效率高。手术成功率在9 8%以
上，能完全消除患者的手脚抖
动、肢体僵硬、运动不灵活等症
状。专家提醒，对抗帕金森病，只
有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早获益。

“脑深部电刺激”疗法，俗称
“脑起搏器”，是目前世界上公认
的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的好办
法。在山东，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神经外四科张荣伟主任与孙希
炎教授率先开展脑起搏器植入
手术。针对中晚期帕金森患者
如何更好地接受治疗以及脑起
搏器的相关问题等。

中晚期患者适合外
科手术治疗

张荣伟主任介绍，帕金森病
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
系统疾病，有三大主要表现，即
震颤、肢体僵硬、运动迟缓。目前
已知帕金森病是脑内一个叫黑
质纹状体的部位发生了退变，导
致多巴胺物质生产减少而出现
上述表现。三大主症可以同时存
在一个病人身上，医学上叫混合
型帕金森病，但不是每个病人都
有三大主症，特别是早期，有的
只有震颤或震颤为主，就叫震颤
型；有的只表现为肢体僵直，却
无震颤叫僵直型；有的主要表现
运动迟缓就叫运动迟缓型。

早期帕金森病治疗以药物为

主，但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
下用药。原则是尽量小剂量，初期
可选用非多巴胺能药物如金刚烷
胺，震颤为主的可选用安坦。但对
65岁以上的患者要慎用，这些药
物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治疗帕
金森病的药物都只能暂时控制帕
金森病的症状，而无法阻止帕金
森病程的发展，绝大部分患者在
服药一段时间后，药物疗效会逐
步下降甚至无效，或出现比较明
显的毒副作用。所以，中晚期帕金
森患者，需要重视和积极寻求外
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方法。随
着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高安全
性的手术治疗为那些中晚期帕金
森患者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治
疗方式，这就是“微电极导向脑深
部电极植入”疗法，俗称“脑起搏
器”。经过手术治疗能解除90%以
上的帕金森症状。

专家热线开通，可
免费咨询

孙希炎教授介绍，脑深部电
刺激疗法可显著改善帕金森患
者所产生的动作迟缓/动作失
调、肌肉僵直及 (或 )震颤的症
状，也可明显降低服用帕金森药
物所产生的副作用，并缩短药物

“关期”(运动不能)的时间。许多
患者因接受了脑深部电刺激疗
法，运动症状得到全面改善，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
据介绍，脑深部电刺激治疗

是完全可逆的、非破坏的治疗，
不会破坏脑组织。植入体内的装
置为某种目的也可以移除，因此
也保留了未来进一步接受其他
治疗的可能性。手术以后，体内
的神经刺激器参数可以通过体
外无线遥测技术无创设置和调
整，以适应疾病进展和变化，从
而达到最佳的症状控制。脑深部
电刺激疗法对帕金森病的控制
已被证实是有效且安全的。自
1996年至今，已有超过10万名患
者受益于脑深部电刺激疗法。脑
深部电刺激系统一直以来都保
持高度的可靠性，且此疗法的耐
受性亦相当良好。

另外，此疗法的手术属于微
创、高精度手术，对于患者的创
伤极小、对医生的经验水平要求
高，仅需在患者头部钻两个小孔
即可完成电极的植入，患者手术
几日后即可出院。

近日，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神
经外四科对就诊的近500名帕金
森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95%以
上患者对目前世界公认先进的
中晚期帕金森控制方法——— 脑
起搏器植入术不了解，甚至从未
听说。针对这些问题，该院开通
了专线电话0531-81183636，并组
建了专家团答疑解惑。医院地
址：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网
址：www. 0531sjwk.com

葛医药资讯上上班班，，他他们们血血站站工工作作
休休班班，，参参加加无无偿偿献献血血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记
者 孔雨童) 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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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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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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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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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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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spfy”
加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

皮皮肤肤专专家家涂涂平平2233日日来来济济会会诊诊

“民间中医食疗第一人”胃肠专利获得者即将抵济，230元寻重症者

老老胃胃病病 巧巧用用中中医医食食疗疗方方
老胃病久治不愈怎么办？

会恶变吗？“《黄帝内经》认为胃
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不好易
引发气血亏虚、食管炎、肠炎、
失眠健忘、乏力等症，易出现恶
化癌变！”被誉为民间中医食疗
第一人的王立财说，“饮食不规
律、大量服药是导致老胃病的
重要因素。我们用‘做减法’方
式调养胃肠，最大限度减少用
药，降低对胃肠刺激。反复发作
者不妨试试我的食疗方！”

据悉，王立财1955年出生于
吉林通化，17岁从医，擅长老胃
病、颈腰椎病(另有睡觉疗法480
元)。他痴迷中医40余年，开方下
药与众不同,已获近10项国家专

利，成食疗巨匠。王立财说：“本
人谨遵医德不欺骗百姓!很多
人40天左右饮酒、食辛辣之物
不受影响。”据悉，王立财精选
鸡内金高度提纯研发出老胃病
食疗方，可直敷胃壁,快速激
活胃底神经。急慢性胃炎、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萎
缩等均可调养。现该方已获
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王
立财也被列入《世界人物辞
海》并被誉为中医奇人。王
立财说，“为帮患者康复，现
230元寻半信半疑者试用，重
症者速拨0531—86666626，另
本人的食疗方决不含激素和西
药，久服可强身健体。”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白白癜癜风风患患者者将将获获免免费费治治疗疗

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
全国约有1500万的白癜风患
者，并且以每年 1 0万的速度
在递增，令人触目惊心，其
中儿童和青少年成为疾病高
发群体 ,部分患有白癜风的
儿童因为家庭贫困，延误了
病情，严重影响了发育、学
习及正常生活，特别是给儿
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较
大的负面影响。然而现阶段
白癜风错诊错治现象严重，
更多的患者陷入患病——— 治
不起病——— 致贫的无限死循
环怪圈。

为 了 能 让 更 多 贫 困 的

白癜风患者治得起病、治得
好病，都能享受到新的、专
业 的 、先 进 的 、系 统 的 治
疗，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山东省希望工程、济南
白癜风医院共同发起了“天
下 无 白 ”大 型 公 益 救 助 活
动。

“天下无白”大型公益
救助活动是由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与济南白癜风医
院共同发起，是山东省大型
的权威的白癜风领域专项公
益救助活动。为充分发挥慈
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作用，进一步解决山东籍白

癜风贫困患者的医疗问题，
减轻贫困患者的医疗负担，
每年将选择10名贫困白癜风
患者进行免费治疗。

一、凡山东籍6-35岁贫困
青 少 年 白 癜 风 患 者 均 可 报
名。

二、脸上、四肢、躯体皮
肤有白斑、白点、白块等疑似
患者还可得到“天下无白”祛
白基金提供的1万名免费筛查
名额。

三、每位贫困白癜风患
者还可申领1000元互助金用
于疾病治疗。

救助热线:0531-88753333

近日，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神经外四科将联合国内知名帕金森病专家举行2017年帕金森病大型义诊活动及科普讲座，
为帕金森病患者或疑似帕金森病患者提供免费诊疗、解答咨询及日常生活的护理指导。义诊时间：2017年8月19日(周六)全
天，义诊地点：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门诊大厅。义诊报名咨询电话：0531-81183636

8月6日，潍坊市中心血站
查采科职工任希良与周玉波，
利用休班时间，一起奉献爱心。
两位同志每人捐献血小板2个
单位，用实际行动证明：科学献
血，有益健康，身在血站，先献
血。任希良同志捐献全血14次，
血小板 1 7次，累计献血量达
9800毫升。周玉波同志捐献全
血9次，血小板6次，累计献血量
达5600毫升。上班，他们是医务
工作者，全心全意为献血者服
务；休班，他们是无偿献血者，
心系患者奉献爱心。

通讯员 孙浩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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