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聊城东阿的李洁却高兴不起
来。原来因为高三学习压力大李
洁被痤疮缠上了，满脸吓人的痤
疮使得李洁面对即将开始的大
学生活退却了。

听说李洁想放弃上大学，
她的班主任推荐李洁到济南
肤康中研皮肤病医院寻求专
家的帮助。她说渴望自己能摆
脱这“满天星”一样的脸。

济南肤康中研皮肤病医
院的马运娥主任了解到李洁
的情况，根据她面部的痤疮程
度制定了特色针对性的有效
治疗，采用热喷治疗+水氧治
疗+红蓝光+石膏倒膜+口服中
药的配合方式，让这个自卑的
女孩恢复了自信。李洁说感谢
济南肤康中研皮肤病医院，感
谢马主任让她重获新生。

在接受采访时，济南肤康

中研皮肤病医院马运娥主任
表示，出现痤疮时不要擅自去
买治疗痤疮的药膏，尤其是成
分含有激素类的外用药，长期
大量使用会导致依赖性皮炎
反而对治疗不利。此外马主任
还提醒：夏季高温炎热，是痤
疮、皮炎、湿疹等的高发期，大
家一定要注意皮肤健康，有异
常症状应及时到正规专业皮
肤病医院检查治疗。

葛医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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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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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痤痤疮疮少少女女济济南南肤肤康康中中研研获获新新生生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狙狙击击帕帕金金森森：：微微创创安安全全除除震震颤颤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帕金森的治疗涉及多个学
科，对于中晚期的帕金森患者
来说,当服用药物疗效不好时，
微创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好的
选择。济南脑科医院脑科专家
成军群表示，外科治疗帕金森，
首选“细胞刀”微创手术。

治疗帕金森需“内
外结合”

全世界目前约有400万帕
金森病患者,其中约170万在中
国。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
帕金森病患者或将超过300万。

知名帕金森病专家、济南脑
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成军群指
出，对于帕金森病难题，需要多
学科合作为病人提供最佳治疗
方案。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展
性疾病,患者的病情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恶化。目前,患者本人
以及社会大众对帕金森病的认
识还不够,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
如面部缺乏表情、动作缓慢、手
部不停颤抖等,常常会被误认为
是老年人的“老年病”,因而,很多
患者是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之
后才前往医院就诊和治疗。

随着治疗方法和水平的不
断创新和提高 ,越来越多的病

人能终身维持高水平的运动机
能和生活质量。但如果患者没
有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 ,很容
易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甚至生
活不能自理 ,最后出现各种并
发症,如肺炎、泌尿系感染等。

“细胞刀”微创安
全除震颤

成军群介绍说，在国外，神
经内科医生通常会推荐帕金森
病患者接受内外科联合治疗，
确保帕金森病患者在最佳的时
机接受合适的治疗。

一般来讲,对早期的帕金森
病患者应首先采取药物治疗,药

物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减退或
出现毒副作用,病情会变得更加
难以控制,这时候就应积极考虑
外科治疗了,而目前外科手术首
选“细胞刀”微创手术。根据济南
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对千余例帕
金森病手术的统计,80%以上的
患者是在这一时期接受手术治
疗的。手术能完全消除患者肢体
的震颤、僵硬、运动不灵活、运动
迟缓、肢体麻木疼痛等症状。

成军群介绍,“细胞刀”是一
套手术系统，手术过程是在CT
和MRI扫描下,通过计算机作手
术计划,然后局麻下医生在患者
头部钻1个小孔,将一头发丝大小

的微电极导入脑内,准确地测得
脑内的“震颤僵直细胞群”,再射
频消除震颤僵直细胞,术后震颤
立即停止,僵硬肢体即灵活,由于
该技术达细胞水平,故称“细胞
刀”。术中病人清醒,无痛苦,术后
即可进食,次日可下床活动。是
一种微创、安全有效的治疗帕金
森病的好方法。目前我国有多家
大型医院在开展这个手术,济南
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是其中的佼
佼者,手术成功率高。

医院地址 :济南市北园大
街372号(大明家居东侧)；咨询
电话 : 0 5 3 1- 6 6 6 9 6 6 6 1；网址 :
www. 66696661 .com

目眩和头晕医学上统称
为眩晕，是由于某些疾病导
致脑组织长期缺血(或氧)的
营养供应而出现的控制身体
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紊乱。
眩晕，晕在表面，根在内部，对
人体的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
疗，极易形成脑溢血、冠心
病、老年痴呆等重大疾病！

健脑益气片是国家药监
局 审 批 的 国 药 准 字 号
(B20020076)专门针对各种眩
晕症的纯中药专业治疗药
品。具有益气，升阳，健脑功
能。方中黄芪、川穹、蔓荆子、

白芷、黄柏等20余味大组方
能够全面调理脏腑，恢复脑
神经机能，清肝养血，化痰袪
阻，抓住病根从根本上治疗
眩晕。健脑益气片适用于老
年及过度疲劳所致的头晕目
眩、神疲倦怠、心悸、气短及
美尼尔氏综合征，脑动脉硬
化，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植
物神经紊乱等，上市多年，效
果确切。

健脑益气片每天一次，脱
离眩晕这颗定时炸弹，整个人
神清气爽，重享健康生活。

去眩热线：400 700 8825

眩眩晕晕，，身身体体发发出出的的危危险险信信号号

为缓解省城临

床用血紧张局面，

近日，富德生命人

寿保险股份公司山

东分公司主动联系

山东省献血办公室

组织单位员工参加

无偿献血活动。

填写表格、检

测化验、排队献血，

整个献血过程井然

有序。献血活动共

有60名员工参加献

血，献血量14600毫

升。
(通讯员 孙重楠

摄)

名名老老中中医医济济南南收收徒徒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7月3日，由济
南市民间中医药传承工作委
员会主办、布衣草堂中医诊
所承办的“弘德精术 薪火
相传”中医文化传承与发展
研讨会暨中医传承拜师仪式
在舜耕山庄举行。

活动汇聚名医名家、专
家学者，一同见证传统中医
拜师仪式，并就如何传承名
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大医精
诚的道德理念以及如何发掘

和培养优秀的传承人才进行
了深入研讨，积极探索中医
文化精髓传承与发展的途
径，全力助推国医瑰宝的薪
火相传。

弟子、济南市中医医院
治疗保健康复中心主任张
勇向名老中医、山东中医药
大学教授、济南市中医医院
推拿科主任卞春强先生及
夫人敬茶、行礼，并接受恩
师训诫，圆满完成拜师典
礼。

本报济南7月9日讯 (记者
陈玮 ) 一张照片很薄，可

是它背后的故事却很厚。齐
鲁晚报“改革开放40周年·年
代秀”活动启动以来，收到了
近百位老年读者的参与。本
报挑选了30位老人进行展示
投票，展现老人正能量的同
时，也让大家通过他们的照
片“年代秀”和背后的故事，
看到改革开放40周年带来的
变化。

赶快给你心目中的“年
代秀老人”投票吧！通过扫描
下方二维码，进入投票专区，
每位老人都附有链接，通过
点击链接，可以查看老人的

“年代秀”和照片故事。投票
时间为7月10日10点至7月14

日17点，票数排名前十的老人
将获得齐鲁晚报首届“年代
秀老人”称号。

每位“年代秀老人”将获
得劲酒一提、西王果糖一盒、
济南糖尿病医院提供的体检
卡一张，十位“年代秀老人”还
将免费享受由山东埃而得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沂蒙
二日红色旅游一次。每位参与

“年代秀”的老人还将获得雅
洁口腔提供的价值298元的洗
牙卡一张。

此外，投票结束后，将启
动“改革开放40周年·年代秀”
摄影大赛活动，热爱摄影的老
人可与十位“年代秀老人”共
同参加红色旅游，在旅途中为

“年代秀老人”拍摄“年代大

片”，展现时代风貌，旅行结束
后将集中展示评奖。每位参与
摄影大赛的老人不仅只需支
付成本价，还将获得西王夏日
套装一份。有意愿参加摄影大
赛 的 老 人 ，可 通 过 0 5 3 1 -
85196158进行报名。

本报“年代秀”展示活动启动投票

来来选选出出你你心心目目中中的的““年年代代秀秀老老人人””吧吧！！

扫描二维码，点赞最美“年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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