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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贷款

低息贷款
网贷 办卡 提额

电话：18562172848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王大姐专业征婚19年
会员万人，成功率高，
保成。电话：6 1 5 0 3 4 5
地址：大海阳立交桥
桥下往北 1 0米路东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征 婚 遗失声明
蛤芝罘区春华水果超市，工商

营 业执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 7 0 6 0 2 6 0 0 6 1 7 6 2 2，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

蛤莱阳市绿健蔬菜生产服务专

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3706825599191737)在莱阳农

商银行营业部的开户证可证丢

失，(核准号J4568000504501，开

户许可证编号：451001268301，

账 号 ：

9 0 6 0 1 0 6 0 5 0 1 4 2 0 5 0 0 0 0 9 0 1 )遗

失，声明作废。

运动症状并不是帕金

森病的唯一“指标”

经常手抖，还伴有肢体发
僵发硬，表情呆滞，像戴了面具
一样，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专
家告诉你别再耽搁了，这些症
状都可能是帕金森病的预兆。

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副主
任医师巴茂文介绍说，静止性
震颤与肌肉强直、运动迟缓和
姿势步态异常为帕金森病四主
征，出现这些症状需要警惕帕

金森病。帕金森病患者的肢体
和躯体通常变得很僵硬，初期
感到某一侧肢体运动不灵活，
有僵硬感，并逐渐加重；运动迟
缓，甚至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动
作都有困难。

“运动症状之外，睡眠、嗅
觉障碍等非运动症状也不能忽
视。”巴茂文称，帕金森病是中
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帕金森病显著的病理改变
发生于运动症状之前，往往患
者在出现运动障碍之前，已经
有了睡眠、嗅觉和情绪的异常。

预防打头阵，积极治疗

不要“帕”

“疾病修饰治疗的目的是延
缓疾病的进展。”巴茂文称，一旦
早期诊断，即应尽早开始治疗，
争取掌握疾病的修饰时机，对今
后帕金森病的整个治疗成败起
关键性作用。早期治疗可以分为
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其中非
药物治疗包括认识和了解疾病、
补充营养、加强锻炼、坚定战胜
疾病的信心以及社会和家人对

患者的理解、关心与支持。而药
物治疗的重点在于药物选择和
药物剂量的控制。

巴茂文称，一般疾病初期
多予单药治疗，但也可采用优
化的小剂量多种药物的联合应
用，力求达到疗效最佳、维持时
间更长而运动并发症发生率最
低的目标。活动现场，毓璜顶医
院神经内科的专家还就帕金森
病目前国际先进的治疗方式和
药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期
给病友更多有益的指导。

对于帕金森病患者而言，

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可以帮助
改善睡眠，加强关节及肌肉力
量，减轻压力和抑郁情绪，改善
和平衡步态。针对不少患者家
属寻求运动指导的需求，巴茂
文建议，帕友可根据自身身体
情况，进行太极拳、跳舞、针灸、
康复理疗、健步走及游泳等运
动方式来锻炼。为给患者更好
的治疗，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
还建立了专门的帕金森病网络
管理平台，针对患者进行个性
化的指导和随访，给帕友们带
来更多关爱。

嗅嗅觉觉失失灵灵？？可可能能是是帕帕金金森森前前兆兆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专家提醒一旦早期诊断，应尽早治疗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现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病、肿瘤之后的中老年年人第三大

“杀手”。在第22个世界帕金森病日到来之际，近日，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举办“与关爱有约，与真情相依”大型宣教活动，现场座无虚虚席，会后

大家更是将专家围住，就用药剂量及康复方式进行详细询问。

“这个技术真不错，增加了一层小
小的生物片，效果就好了很多。”田先
生说。新安男科医院“脱细胞生物补片
技术”凭借着超预期的效果赢得了众
多男性朋友的青睐。

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赵万友教
介绍，“脱细胞生物补片”是利用脱细
胞专利技术，对生物真皮进行生物技
术 的 处 理 ，完 整 保 留 细 胞 外 基质
(ADM)成分和三维框架结构的生物材
料，补片植入后，形成新的人体自体组
织层，覆盖在性神经上，有效降低摩擦
对性神经的刺激强度，从而使射精时
间推迟，从而达到提升性能力的目的。

赵院长指出，新安男科医院独家引
进的脱细胞生物补片是新一代的ADM
脱细胞生物补片，克服了第一代技术的
缺陷。其更加柔软，与身体的相容性好，
伸展自如。经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证实，

新一代技术延时效果提升20%以上。尽
管“脱细胞生物补片”手术与新安男科
曾开展的阴茎再造等高难度手术相比
更容易，但每一台手术仍均由副主任医
师以上职称外科手术专家施术，确保
患者获得好效果与手术安全。

相关链接：在世界卫生日来临之际，
新安男科医院隆重推出“关注健康，预防
疾病”活动！39元查前列腺：原价240元，
含前列腺彩超等6项；39元查性功能：原
价370元，含多普勒彩超等6项；39元查生
殖感染：原价210元，含微生物检查等7
项；39元查包皮/包茎：原价130元，含分
泌物常规等6项；性功能生物补片技术援
助1000元，前列腺治疗费用援助20%，包
皮手术费援助50%，阳痿早泄治疗费援助
20%，阴茎延长增粗手术费援助30%，生
殖感染治疗费援助20%，痔疮、疝气、腋臭
手术费援助30%。咨询电话：2996666。

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生生物物补补片片技技术术””很很神神奇奇

做好海阳核电特种设备检验

烟台市特检院海阳工作
站在部署开展3月份检验工作
时，发现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海
阳核电项目部有50余台特种
设备即将到期。针对情况，海
阳站统筹安排、全力服务，高
质高效地完成检验任务，打好
年度检验检测工作的“重要一
枪”。 通讯员 金鹏

履职尽责，不忘初心

烟台市特检院蓬莱工作
站不忘初心，牢记特检机构
使命，时刻把安全工作放在
第一位，集中精力和力量，始
终把重点单位，重点行业，重
点设备的安全作为全年工作
的重中之重，做到早计划、早
安排、早行动、早预判。通讯
员 金鹏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2011年，烟台的刘女士为
出生不久的儿子投保太平福
禄终身及真爱健康险种。2017
年7月，孩子发烧住院治疗。以
前总听周边朋友说商业保险
保险理赔报销手续繁琐，刘女
士便提前准备好各方资料及
身份证件、关系证明及医院诊
断证明、住院病历等资料，于8
月3日15时左右到太平人寿烟
台中心支公司柜面提交理赔

申请。
据介绍，工作人员在界定

刘女士理赔内容为小儿发烧住
院后，为其操作太平免审核理
赔服务，15点1分7秒提交信息，
15点2分36秒便结案付款，先赔
后审，前后仅用1分钟。

“没有想到理赔这么简单，
赔付这么人性化，以后我还会
推荐周边需要的人来享受太平
优质的服务。”刘女士说。

免审核理赔是太平人寿近
两年重点推出的理赔服务项
目，该项目依托APP软件，对客
户因疾病住院产生住院费用在
5000元以下的小额理赔进行快
速处理，客户在递交理赔申请
材料后，公司受理人员当场进
行录入，系统规则库进行自动
审核，审核无误当场结案理赔
金即时到账，整个过程一般不
超过五分钟。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免免审审核核””理理赔赔仅仅需需11分分钟钟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李林峰） 嗅觉障
碍、睡眠不佳甚或便秘都可能是
帕金森病的先兆，近日，解放军
107医院开展帕金森病宣教血管
病宣教及义诊活动，受到市民的
热烈欢迎。107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鞠波提醒广大市民，如出现运动
障碍或是嗅觉失灵、便秘、失眠
等情况应格外留意，此外心脑血
管疾病也可能诱发帕金森综合
征，不可小觑。

便秘、嗅觉失灵也可能引
起大问题。两年前，家住福山区
的林女士发觉走路不如以前利

索，一开始症状很轻微，她并没
当回事，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到
解放军107医院神经内科检查，
被告知患有帕金森病时她还不
肯相信。“就感觉跟他们说的症
状不一样，今天来听了讲座才
确定自己得的就是这种病。”林
女士说，除了轻微的步态变化
和面部僵硬外她并没有其他不
适，遵医嘱吃了一年多药，林女
士的病情逐渐稳定。讲座结束
她和女儿又就用药剂量和康复
锻炼与专家进行了讨论。

9日上午，和林女士一样，
为帕金森病所困扰并赶到107

医院参加讲座和义诊的市民并
不在少数。摒弃了认为帕金森
就是手抖、头抖和四肢僵硬的
传统观点，不少患者和家属都
称对帕金森病有了更新的认
识。“一半以上的帕金森患者会
合并抑郁，有时抑郁会发生在
运动症状之前。”107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鞠波称，直立性低血
压、嗅觉失灵、便秘等症状也可
能是帕金森病到来的“秘语”，
家属应格外注意。

“心脑血管疾病也能诱发
帕金森综合征。”鞠波主任称，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引起震颤、

肢体僵硬、步态异常等帕金森
综合征，这种情况被称为继发
性帕金森综合征。因此，及时有
效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也能降
低帕金森综合征的发生率。针
对不少家属的担忧，鞠波主任
称，帕金森病虽不能治愈，但合
理及时的药物治疗，帕友大多
能保持长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
较高的生活质量。

记者从107医院获悉，为了
更好地治疗帕金森，近三年其
神经内科利用经颅磁治疗已让
近千名患者受益。鞠波主任称，
经颅磁治疗是通过线圈产生高

磁通量磁场无衰减地穿过颅
骨，对神经结构产生刺激作用，
不仅可改善多种临床症状，如
睡眠障碍、焦虑障碍、抑郁症
等，还可以提高患者的记忆力、
认知功能。“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帕金森并不可怕。”鞠主
任称，帕金森病本身并不会影
响寿命，往往是患者滥用药或
用药剂量过大导致病情加重，
进而发生肺部感染和褥疮感染
才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果。积
极地治疗可以推迟病情进展和
药物副作用，有利于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心心脑脑血血管管疾疾病病也也能能诱诱发发帕帕金金森森综综合合征征
107医院专家提醒，出现运动障碍或便秘、失眠等情况应格外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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