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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创创治治疗疗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面面肌肌痉痉挛挛
安全有效创伤小，手术成功率高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是
临床上常见的神经疾病之一，由
于疾病知识普及不够，很多患者
在治疗上容易走弯路。济南脑科
医院院长成军群与神经外科主
任关良教授在三叉神经痛和面
肌痉挛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针对相关问题，记者走
访了成军群院长。

三叉神经痛及面肌痉挛

有哪些症状

成军群介绍，三叉神经痛是
一侧脸部三叉神经分布区所发生
的反复发作性剧烈疼痛，疼痛如

针刺、刀割或电击样，持续数秒至
数分钟，突然停止，不发作时如正
常人。疼痛的发作常由一触发点
引起，触发点多数在上唇、下唇、
鼻翼、口角或牙齿等处。刷牙、吃
饭或咀嚼等可以诱发疼痛，以至
于病人不敢刷牙、洗脸和触碰面
部，俗称“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
痛早期可选择药物治疗，但并不
能真正治疗疼痛。

面肌痉挛也称面抽，是由于
某些原因如长期紧张、压力大或
血压高而产生的眼睑不自主跳
动。起病多从眼角开始，然后涉
及一侧面部，抽搐呈阵发性且不

规则，程度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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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

如何正确治疗

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多
发于中老年人，虽然临床表现不
一样，但是病因一样：主要为血
管压迫。由于面神经或三叉神经
出脑干区存在变异、硬化小血管
压迫所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三
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患者采取
药物、对症等治疗后疗效差、易

复发的原因。
成军群介绍，微血管减压术

是唯一针对三叉神经痛和面肌
痉挛的病因进行治疗的方法，其
手术仅需在病人的耳后枕部做
一个小的切口，暴露出神经被血
管压迫处，用特殊垫片垫于神经
和血管两者之间，将神经血管分
隔开来，手术后通常患者的症状
立即消失。全世界每年有数万名
患者接受了“微血管减压术”。由
于这一方法具有无复发、不切断
神经和创伤小的优点，极大地提
高了患者生活质量，使广大患者
更愿意接受治疗。因此是国际公

认的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开
展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微血
管减压手术以来，已成功治疗了
众多患者，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
果，经过10年以上的长期随访，
手术成功率高，治疗例数和治疗
效果在华东地区均属领先水平。
医院开设了针对三叉神经痛、面
肌痉挛的神经外科专家诊室，周
一到周六都安排了专家坐诊。

医院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北
园大街372号

咨询电话：0531-66696661

葛医药资讯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癣给

人带来无尽的烦恼,治疗皮肤
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肤，享受
美好人生，是每一位皮肤病患
者梦寐以求的事。

陕西科学院制药厂研制生

产的疗癣卡西甫散具有清除碱
性异常黏液质、燥湿、止痒功能,
用于治疗肌肤瘙痒、体癣、牛皮
癣。祛癣专线：400-809-3078，
货到付款。（请按说明书或在药
师指导下使用陕药广审（文）第2017030080号）

民间“胃肠食疗奇人”抵达小偏方“省中医”店，490元寻半信半疑者

老老胃胃病病快快用用食食疗疗方方
季节交替，胃肠病高发，

民间中医王立财提醒，胃肠
病处理不当易恶化，置之不
理和过度服药都有害健康。

《黄帝内经》认为脾胃虚弱影
响气血生化，易引发气血亏
虚、食管炎、肠炎甚至恶变！
王立财巧食疗，用“做减法”
方式调养胃肠，最大限度减
少用药，成民间一绝。现王立
财 已 获 近 1 0 项 国 家 专 利
2008103020798，并被列入《世
界人物辞海》，被誉为民间奇
人。据悉，王立财17岁师从著
名老中医杨雨新先生，他痴迷
中医40余年，擅长老胃病，腰
突、颈椎病(另有外敷法480
元)。他精选鸡内金、砂仁等药

食同源之物,高度提纯，首创
“直敷胃壁法”，修复黏膜、激
活胃底神经。凡住院效果不
好、使用其他方法不满意者，
40天左右饮酒、食辛辣之物不
受影响，顽固者也不过3—5个
月。急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糜烂萎缩等均可调
养。王立财助理抵达小偏方

“省立医院”店、“省中医”店，
速拨0531—86666626预约。

涨价通知：民间名医王
立财谨遵医德，精选地道药
材研发出老胃病食疗方，现
因工艺复杂，原料涨价，每盒
提价3元。为感谢信任并传播
民间偏方的受益者，凡老客
户购买10盒均可多获赠6包。

硬硬茧茧 脚脚垫垫 干干裂裂有有妙妙招招
日前在济南共青团路68

号迈净堂有一种轻松应对鸡
眼、脚垫、干裂、脱皮、脚气等
问题的叫“香港易清足”的外
用产品很受青睐。它是一种
活性提取物，能穿透脚部死

皮、硬茧，抑菌清毒，使鸡眼、
脚垫得到解决，恢复脚部健
康。据观察，前来购买的很多
人都说是朋友介绍来的。有
需 要 的 可 以 联 系 0 5 3 1 -
66960943交流。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近日，山东省血液中心迎来了一群温暖的人——— 山东思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和历城区董家办事处

村民自发组织数十人到山东省血液中心捐献血小板。

据悉，捐献血小板则是借助血细胞分离机，通过一次性管道，根据设定程序自动分离出血液中的血小板，

并将其他血液成分回输给捐献者。 (见习记者 王倩)

首首家家小小儿儿推推拿拿全全国国培培训训基基地地
落落户户省省中中医医

本报济南4月9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8日上午，“中
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小儿推
拿全国教育培训基地授牌仪
式”在山东省中医院举行，这
标志着第一家小儿推拿全国
培训基地落户山东省中医
院。

山东省中医院推拿专业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是医院
最早设立的专业科室之一，孙
重三先生率先开展了中医推
拿治疗小儿疾病的临床研究，
开创了在国内儿推界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齐鲁小儿推拿

流派”———“孙重三小儿推拿
流派”。

据介绍，中国中医药研
究促进会小儿推拿全国教育
培训基地建成后，将开展各
类学术活动，进一步提升小
儿推拿的影响力，更好地推
广普及小儿推拿这一中医特
色优势；减少药物使用率，为
儿童防病治病提供简、便、效、
廉的绿色自然疗法，为儿童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未来将建成
辐射全国的小儿推拿技能培
训中心，从而加强小儿推拿
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总总感感觉觉天天旋旋地地转转，，咋咋办办？？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眩晕门诊

本报济南4月9日讯 (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琈子子)
感觉天旋地转，物体晃动，怎

么办？快到眩晕门诊来。近日，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眩晕门诊开诊。门诊位于山东
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门诊
三楼3111室，门诊由保健科和
耳鼻喉科医生联合坐诊，每周
一至周五开诊。

据介绍，眩晕是因机体对空
间定位障碍而产生的一种动性
或位置性错觉，眩晕患者常感觉
天旋地转或物体晃动，还可伴有
耳聋、耳鸣、耳闷、复听、恶心、呕
吐、出冷汗、面色苍白、四肢冰凉
等症状。眩晕症状是一组跨学
科、跨专业的临床综合征，它涉
及神经内科、耳科、骨科、内科及
心理科等诸多领域，中枢神经疾

病、前庭周围病变以及颈源性、
眼源性、心血管性、内分泌性甚
至血液病都可导致眩晕，但其根
本原因多是由各种病变影响内
耳前庭平衡系统，导致两侧前庭
系统不平衡所致，常见疾病如良
性阵发性眩晕(耳石症)，梅尼埃
病，前庭神经炎，迷路炎，后循环
缺血性眩晕，精神因素诱发眩晕
和颈性眩晕等。

周周六六国国内内知知名名微微创创疝疝气气专专家家再再来来济济
微创疝气专家任清付：疝气是藏在孩子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疝气民间也称气蛋，1岁以
上的小儿疝和所有成人疝，无论
先天还是后天，都不可能自愈，只
能通过手术根治。”任清付根据3
万余例临床经验提醒广大家长，
疝气绝不能拖，否则可能成为孩
子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手术遭
罪、担心麻醉副作用、担心手术效
果、担心复发等，不愿让孩子手
术，拖延治疗甚至盲目使用疝气
带、一针灵等偏方治疗，致使孩子
病情迁延，严重的肠、睾丸、卵巢
切除甚至丧失生育功能，还有的
可能因腹腔严重感染而死亡，造
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作为微创疝气手术专家，任
清付从事疝病诊疗近20年，成功
完成腹股沟疝手术3万余例，手术

经验极其丰富。现为济南妇儿医
院特邀手术专家，院内所有疝气
手术均由其亲自手术，确保安全。

据介绍，任清付的微创手术
具有几大特点：一是手术时间短，
迅速且安全。凭借3万余例成功手
术经验，任清付实施“单孔微创小
儿疝气修复术”治疗小儿疝气，每
台手术平均用时仅3分钟，手术快
(开始到结束3分钟)、准(一次性找
准疝囊)、稳(零失误)，孩子根本不
会有任何感觉，更不可能遭罪。

二是切口小，甚至术后贴一
个创可贴就可以。精确到5毫米的
超小切口，既美观，又易恢复，术
后贴一个创可贴即可完成，术后
观察两小时即可饮食，当天手术
当天出院，不耽误孩子生活和学
习，安全、便捷。

经任主任治疗的每位患者，
他都会持续跟踪患者术后恢复情
况，必要时给出专业有效的护理
建议，且任主任长期定期在济南
妇儿医院亲诊，家长还可带孩子
在主任下次坐诊时间前来复诊。

个人简介

任清付：著名疝病专家，中华
医学会全国疝修补培训中心专家
组成员，北京圣贤疝气病研究院
副院长，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微
创疝外科主任，济南妇儿医院特
邀专家，擅长成人及儿童疝疑难
病例的诊治，已成功治愈疝气患
者3万余例。

会诊时间：4月14日
预约电话：0531-55557276、

18853102238(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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