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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成立

超超三三千千万万山山东东人人被被过过敏敏困困扰扰

1133年年前前患患癌癌，，如如今今肝肝癌癌转转移移不不放放弃弃
“得乳腺癌13年来，能一直

好好地活着，就是我积极治疗、
乐观生活的结果。现在虽然又
发现新的癌症，但是我一点都
不灰心。”家住济南市槐荫区64
岁的白女士，谈起自己的抗癌
经历，乐观而且坦然。

13年前，白女士查出右侧
乳腺癌，进行了根治手术。“最
近感到肝这块疼。”入院检查发
现：右肝巨大肝癌(15x14cm)，并
胸骨、肺转移，大量腹水。无法
进食，行走困难。“不少医院都
说没什么办法治了，但是我一
直坚定信心。”

随后她听说了射频消融和
优疗新技术，找到了肝癌“优
疗”·“微创”中西融合集成体系

化精准治疗新疗法发明人张清
泉教授。张教授毕业于第三军
医大学，原任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山
医大教授、硕士生导师。该技术
彻底颠覆了国内外传统的肝癌
旧有理论、治疗主流和研究潮
流，临床治愈大量早、中、晚各
种类型的肝癌患者，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家发明专
利 。张 教 授 个 人 官 网 ：
www.ganaiyl.com，其上所有资
料公开、透明，有据可依、可查、
可证、可信。

今年4月17日，白女士进行
了右肝癌射频消融治疗，共治
疗两个半小时，杀灭癌块70%
以上。术后恢复良好，腹水、疼

痛症状逐步消除，吃饭正常，目
前仍在“优疗”中。

据统计，2000年一组32例
家访病人，其中，小肝癌占
16%，中、大、巨大肝癌占66%，
多发、复发肝癌占1 9%，九年
生存率达87 . 5%，53%重返工
作或下地劳动。今年72岁的潘
女士，家住本市市中区，同样
因上腹部胀痛、饭后加重，饭
量减少3个月，CT检查发现左
肝 5 x 4 c m 肝 癌 ，甲 胎 蛋 白
1179ng/ml。2017年12月14日
及2018年03月14日进行了两
次射频消融治疗。甲胎蛋白
降至正常，疼痛症状消除，目
前仍在防止术后复发“优疗”
中，感觉良好，生活如常。

葛医药资讯

本报记者 陈晓丽

12日上午，山东预防医学
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成立大
会暨2018年学术会议在济南举
行，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呼吸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王金荣当选
为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主任委
员。会议现场高朋满座，来自省
内外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出席了
会议，并进行了主题讲座。

“过敏是指人体免疫系统
对外来物质发生过度反应，是
机体对环境中原本无害的物质

做出的不适当免疫反应，也被
称为变态反应，由此引发的一
组疾病叫过敏性疾病。”王金荣
解释道，过敏性疾病属于全身
性疾病，过敏导致的疾病很常
见，包括过敏性皮炎、过敏性鼻
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肠炎
等。

王金荣表示，相对而言，过
敏性疾病在儿童群体中更为多
发，一般存在多种过敏原，容易
反复发作，多器官受累。“受生
活习惯、社会环境变化等多种
因素影响，全球过敏性疾病的

发生率正在急剧上升，全球人
口每年约有3亿人患支气管哮
喘、5亿人患过敏性鼻炎，3亿-5
亿人食物过敏。”王金荣说道。

过敏性疾病严重影响身心
健康，因此，过敏性疾病的预防
工作十分关键。世界过敏组织
曾指出过敏性疾病应坚持避免
过敏原、药物治疗、特异性免疫
治疗、患者教育与环境控制四
位一体的防治体系。

“但是，在以往对过敏性疾
病的防治上，我们普遍把重点
放在了药物治疗方面，却忽略

了如何预防此类疾病。”王金荣
表示，山东为人口大省，每年超
过3千万人遭受过敏困扰，而早
期识别与干预有可能避免或减
轻过敏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山
东在过敏性疾病的诊疗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
题，例如过敏专科医生严重
缺乏，且整体技术水平亟待
提高；基层医生对过敏性疾
病认识不足，早期诊断率低；
公众对过敏防治知识知晓率
低，迫切需要接受过敏防治

的科普教育，但迄今为止还
没有以预防为主的过敏疾病
防治学术团体等。

针对这些问题，王金荣表
示，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
病防治分会成立后，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改善：定期召开
学术会，举办过敏性疾病防治
理论和技术培训班，宣传、推广
学科新的理论技术；建立山东
省过敏性疾病防治网络，培养
过敏防治专业人才，对社会公
众进行科普宣传；制定山东省
过敏性疾病防治流程等。

脑脑萎萎缩缩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
织细胞受损、萎缩、衰亡，脑
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
症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
行为异常、行动迟缓、手足
震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
便失禁、瘫痪，及早治疗尤
为重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门
审批的国药准字专业治疗药
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指毛
桃、牛大力、千斤拔、扶芳藤
等多味名贵壮药科学配伍，
诸药合用，共同协作，补肾益
脾，健脑生髓，修复受损的脑

组织细胞，恢复脑神经功能。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原文：“本发明药物
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髓功
能，用于健忘头晕、倦怠食
少、腰膝酸软等症，即西医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脑
病，见效快，效果好！”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
上市以来，已成为治疗脑萎
缩、老年痴呆病、帕金森的理
想药物。愿用后整个人焕然
一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6120192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静静脉脉曲曲张张 脉脉管管炎炎
一涂一抹方便真好

静脉曲张大多发生在小腿
内侧，早期往往不被重视,患处
青筋凸起,蚯蚓团状,任其发展
出现酸、胀、麻、凉、疼等症,中期
出现下肢养分供应不足,导致
皮肤紫黑、变色、粗糙、瘙痒等,
后期甚至会出现溃烂等，危害
严重，不容忽视，千万拖不得。

脉力健凝胶不能包除百病，
专门针对静脉曲张、脉管炎问题
研制而成，它巧妙运用了中医外
敷理念，通过体表涂抹、皮下吸
收、靶向渗透，只需在患处一涂

一抹，简单方便，可以促进局部
患处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
针对静脉曲张引起的各种酸
痛、胀疼、麻痛等症状使用方便、
安全、可靠；脉力健是良心产品，
用疗效说话，建议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按周期使用用于稳定与
巩固,效果更佳；现买5送2赠品有
限，送完即止，具体可拨打全省
统一服务热线400-176-2625详
细咨询，济南开心大药房有售，
省内也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青医械广审(文)第2017080005号每每88对对夫夫妇妇就就有有11对对不不孕孕不不育育
本报济南5月14日讯(记者

陈晓丽 实习生 李一凡)
2018年是世界上第一例试管

婴儿诞生40周年，也是中国大
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30周年。5
月12日，国内知名辅助生殖专
家、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相关
代表召开会议，呼吁公众和患
者正视不孕不育问题和辅助生
殖治疗，提升疾病意识，树立正
确的治疗理念，走出治疗误区。

据统计，全球约8%—12%
的育龄人口面临不孕不育的问

题，在中国，随着生育年龄的推
后，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已超4000
万，占育龄人口的15%，即每8对
夫妇中就有一对不孕不育患
者，生育现状不容乐观。

40年前，世界首例试管婴
儿在英国诞生，1988年，中国第
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开启了中国
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序幕。30
年间，在多方不懈努力下，中国
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但很
多患者依旧存在误区，导致中

国辅助生殖治疗率低，很多患
者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前往往
经历曲折的求医历程。

2014年5月，默克与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启动宝贝
基金“家庭生育健康关爱计划”
公益项目。“活动为患者及家庭
成员提供心理咨询、专家指导
及扶贫救助，帮助不孕不育女
性和家庭找寻正常处理生育问
题的相关方案。”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宝贝基金果纳芬援助项
目办主任说。

5月9日，山东省胸科医院举行纪念“5·12”国际护士节暨表彰大会，会上医院领导分别为医院31名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30年以上的护士颁发荣誉奖杯及证书，山东省护理学会理事长刘玉芹为山东省胸

科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授旗。

护护士士节节，，她她们们献献血血来来庆庆祝祝
本报济南5月14日讯(记者

陈晓丽 实习生 李一凡)
为纪念“5·12”国际护士

节，弘扬南丁格尔，12日，济
南血管瘤医院举办了“5·12
护士节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上午9点30分，大家在楼
下排队集合，整齐划一地等待
接受采血。在这次献血活动
中，有一位特殊的献血者一药
房主任吕艳，记者采访时得

知，吕艳主任已经献血6次，共
计献血2200mL。 济南
血管瘤医院孙院长介绍：“近
年来，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医院
员工献血。作为医护人员，组
织员工献血，也是为缓解用血
紧张的状况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希望用爱心传递的方
式，将医护工作者‘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精神
传播得更远。”

痛痛风风有有了了新新方方法法
痛风是指嘌呤代谢紊乱引

起的尿酸过高并沉积所致的疾
病，疼痛难忍，危害健康。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方
法：用风安堂牌冷敷器具一涂
一抹，进行冷敷理疗，它运用传
统外敷方法，通过体表涂抹，皮
下吸收，靶向渗透，改善微循
环，使用简单方便。如果你还在
为痛风引起的热胀、肿痛、酸麻

而烦恼，请来电预约体验。产品
好不好，试试就知道。

提示：一涂一抹，10元体验
三次。针对不便来店体验者，迈
净堂特别准备了468元体验装，
名额有限，申领从速。

预约电话:400-068-3177，体
验地址:济南市共青团路68号(路
南市中医院东邻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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