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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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发作
者易恶化癌变！”被誉为中医食
疗奇人的王立财说。“患者大量
服药刺激胃肠，不利康复。我用

‘做减法’方式调养胃肠，最大
限度减少用药，降低胃肠刺激。
久治不愈者不妨试试食疗方！”

据悉，王立财出生于吉林
通化，痴迷中医40余年，擅长老
胃病、颈腰椎病。王大夫开方下
药与众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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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食疗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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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年老
胃病也不过3-5个月。”王立财
助理抵达山东，启动“2018老
胃病千人康复计划”。重症者
速拨0531—86666626或到“省
中医”店接受全程指导。外地
行动不便者可远程指导并办
理货到付款。

中医食疗奇人抵济“老胃病千人康复计划”启动，490元寻重症者

老老胃胃病病 巧巧用用中中医医食食疗疗

“最美养老院长”候选人吴冠奇：

他他是是公公寓寓里里挨挨老老人人打打最最多多的的人人

在济南郎茂山公园的山脚
下，阳光福缘老年公寓坐落在
山的“怀抱”中。这个公寓里，院
长吴冠奇是最受欢迎的人，他
的话不多，可见到老人，他会不
停地跟老人聊着家常。他22岁
开始从事养老行业，12年来，几
乎每天都在老年公寓。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2006年，吴冠奇从一家国
企辞了职，跟几位合伙人一起
开办老年公寓。家境还算优渥
的他，本来可以从事更顺利的
工作，但他却对老人有一种特
殊的情怀。尤其是爷爷成为一
名失能老人之后，他一直贴身
在爷爷身边照顾，那种失能老

人的无力感，让他坚定了从事
养老行业的念头。

虽然他是公寓最大的投资
人，可他却从一名护理员干起。
给老人翻身、擦身、清理排泄
物……任何工作吴冠奇都尝试
过。

但养老行业并不像吴冠奇

想得那样容易。由于有些老人
严重失智失能，在护理他们的
时候，吴冠奇也受了不少委屈。
给老人翻身时，老人一有不顺
心，抬手就给吴冠奇一个巴掌，
有时还会用很难听的话骂他。

“但是我的职责就是服务好老
人，那就不要介意老人反馈什
么，只要问心无愧，把自己的工
作做好就行。”想通了，吴冠奇
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以至于有
些护理员不想护理脾气大的老
人，吴冠奇就都接管过来。

2011年，吴冠奇正式成为
阳光福缘老年公寓的院长，上
任第一件事，他就把在一线的
经验整理成护理标准，发放给
护理员。如何给老人翻身，如何
给老人擦洗等，把每个服务细
节，都以标准的方式落实。有的
老护理员不听，他就一遍遍演
示，直到别人服气为止。

遇到老人发脾气打人，护

理员不敢上前，吴冠奇就来到
老人身边，自己亲自照顾。工作
人员说，吴冠奇是公寓里最年
轻的，也是挨打最多的人。可时
间久了，老人们被吴冠奇感动
了，一见到他，就会笑起来。

目前，阳光福缘老年公寓
已经成为济南四星级养老机
构，但吴冠奇仍然到处去学习
取经。除了浙江深圳，他还去美
国、日本呆了几个月，在养老机
构中蹲点学习，回来继续把服
务细化。尤其在失智老人情感
陪护上，吴冠奇格外看重。每次
有大学生志愿者，他都会先上一
节“情感陪护”课程，“不要让老
人产生孤独情绪，多陪伴他们，
倾听他们。”吴冠奇说，“身体上
的护理是基础，但老人精神上的
慰藉也是非常重要的。养老服务
不是冷冰冰的护理，这个行业
需要的人文关怀，是任何细致
的服务标准也给不了的。”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记者
张晓霞 ) 7月31日上午10

点，大众传媒大厦27楼会议室
热闹非凡，来参加齐鲁晚报“改
革开放40周年·年代秀”颁奖仪
式的老人欢聚一堂，活动现场，
由网络投票选出的获奖老人闪
亮登场并领取奖品。

十组“年代老人”分别
是：刘欢、高鑑秋、山师数学
系五姐妹、姚树信、汤克礼、
尹燕水、李刚、郭萍、周传坡、
熊立荣；四位“最佳风采老
人”是：韩京会、谷忠民、李保
顺、孙爱华；两位“最具影响
力老人”：孙立生、谷伟。获奖
老人们分别上台领取了荣誉

证书，并获得了中国劲酒、山
东 埃 而 得 养 老 服 务 有 限 公
司、西王果糖、济南糖尿病医
院、雅洁口腔提供的丰厚奖
品。

年代秀活动是在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齐鲁晚报向读者
征集老照片和老故事，用“年代
秀”的方式讲述时代变迁的活
动。活动从6月初开始，历时1个
半月的时间，陆陆续续收到了
上百位老人参与的照片和故
事，他们通过一张张黑白照片
让我们穿越回过去，见证了那
个青春岁月里意气风发的他
们。据了解，参加此次颁奖典礼
的老人，有成功的企业家，老年

艺术团团长及在摄影领域颇有
建树的摄影家等来自各行各业
的优秀老人，他们作为改革开
放40年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激
情澎湃地讲述了参与此次活动
的心情。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
席孙立生先生说：“‘年代秀’的
秀，不是说做出来的秀，而是我
们把自己当做一滴水，当做一
个缩影来印证时代的优秀，改
革开放40年，我们大家有这样
的机会通过这个活动在一起交
流沟通，让所有人看到老年人
不仅有年龄上的积淀，还有起
承转合的作用和厚积薄发的精
气神儿。”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188岁岁双双胞胞胎胎献献血血庆庆成成人人礼礼

“妈，我们生日那天要去
献血，这是我们18岁最好的成
人礼物。”“好呀，到时叫上你
爸爸一块，咱们全家一起去。”
这段充满了温情与正能量的
对话，出现在莱芜市献血女状
元孙式爱和她的双胞胎儿子
的QQ聊天里。

7月3日这一天，是双胞胎
兄弟玄振林和玄振彬的18岁
生日。上午10点半，兄弟俩和
母亲孙式爱、父亲玄继瑞来到
了政府广场东侧的采血屋，四
人分别献血400毫升。

(高萌 摄)

““改改革革开开放放4400周周年年··年年代代秀秀””收收官官
“感谢这个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巨大变化”

董董家家鸿鸿院院士士工工作作站站落落户户山山大大二二院院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记者

陈晓丽) 近日，董家鸿院士
工作站暨清华大学长庚医院
肝胆胰医学中心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分中心揭牌。董家鸿及
其专家团队将在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开设院士团队专家门
诊，将针对肝胆方面疑难疾

病，为山东患者提供权威高效
的诊疗服务。

据介绍，董家鸿现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
副院长、临床医学院院长、清
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
国际著名肝胆胰外科和肝脏
移植专家，长期致力于现代肝

胆胰外科理论和技术研究，在
复杂肝胆胰疾病的诊治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擅长肝
胆胰肿瘤的多学科联合诊疗、
复杂胆道病的外科治疗、肝移
植治疗终末期肝胆病、肝胆胰
微创外科、肝胆胰疾病介入消
融治疗等诸多领域。

创创伤伤眼眼科科创创新新技技术术研研讨讨班班在在我我省省召召开开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近日，由省立
医院眼科主办的《创伤眼科
创新技术研讨班》国家级继
续教育培训班暨全国外伤性
视神经病变临床诊疗与研究
协作组山东省分中心成立大
会在济南召开。

全国外伤性视神经病变
临床诊疗与研究协作组山东
省分中心成立并落户山东省
立医院。

会议邀请了山东省医学
影像学研究所巩诺箴教授和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外科赵光
宇教授，围绕外伤性视神经

病变的救治，进行了精彩的
演讲。各位眼科专家教授分
享了眼外伤的最新进展，现
场进行了折叠人工玻璃体球
囊操作练习示范、精彩视频
展播等精彩内容。与会嘉宾
积极发言，认真参与互动讨
论，现场精彩纷呈，气氛热
烈。

近年来，省立医院眼科
在泪道疾病、眶壁骨折修复、
眼眶肿瘤的微创精准治疗，
特别是外伤性视神经病变患
者的优质规范治疗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帮助病人解除
痛苦，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健健康康讲讲座座和和免免费费筛筛查查走走进进社社区区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记

者 陈晓丽) 近日，济南青
东社区老年协会邀请智优生
物的国家级健康管理咨询师、
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顾继红
为社区居民进行了慢病预防
和早期癌症筛查健康讲座。活
动现场还为广大居民进行了
免费检测。

近年来，癌症发病人数
不断增加，人们的癌症早筛
早诊意识也不断增强。同时随
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癌症

早筛技术也不断发展。由智优
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产
的“尿单羟酚衍生物测定试
剂”，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筛查
的作用。

除了癌症，近年来甲状
腺、乳腺疾病的发病率也有
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早发
现早诊断率仍不高。为此，活
动当天还邀请了济南市中心
医院专家为广大居民进行了
甲状腺和乳腺B超检查。

吴冠奇扶老人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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