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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少年年深深陷陷网网瘾瘾 母母亲亲含含泪泪求求救救
专家：要想戒除网瘾，关键在正规治疗
本报记者 焦守广

绝望母亲含泪跪求医生

刘女士一家三口原本非常幸
福，儿子小涛今年15岁，是一名初
三学生。小涛以前是一个阳光、健
康、上进的好学生。但自从小涛上
了初二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随着学习压力增大，儿子的情绪
越来越烦躁，学习之余开始通过
网络“解压”。慢慢地，他开始经常
泡在网吧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父母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劝阻，他
根本不听。

到后来小涛连学也不上了，
眼看同龄的孩子一个个都上了理
想的高中，可是他依然沉迷网络
不能自拔。说到孩子，刘女士就忍
不住落泪：“为了让孩子戒掉网
瘾，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花

了十多万元，我的眼泪都快流干
了。”

把电脑锁起来了、手机没
收……为了不让孩子上网，刘女
士几乎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可依
旧阻挡不住小涛的网瘾。

青少年网络成瘾危害多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自愿戒网
瘾中心主任赵长兰告诉记者，从临
床诊断来看，小涛属于典型的网络
成瘾症，还有严重的抑郁症，现在
这样的青少年非常多。全国有网络
成瘾者250万—300万。而在网络成
瘾者中，有80%的人是12—24岁的

青少年。网络成瘾已经成为一个必
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发生的青少年犯罪案件
90%与网瘾有关。据赵长兰介
绍，来这里治病的孩子，都不肯
承认自己有病，一般都带有抵触
情绪。从打扮来看，他们跟普通
人没有太大差别，但仔细观察就
会发现，他们大多表情木讷，不
大理睬人，即使别人主动打招
呼，他们也是爱理不理的，很难
见到笑容。

赵长兰指出，网瘾会给青少
年带来很多危害，归纳起来主要
有以下几点：一是造成人格异化。
二是失学失业，网络成瘾的青少

年大多辍学，很多已经参加工作
的年轻人也因此抛弃了工作。三
是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四
是造成视力下降、智商下降等症
状，很多人甚至有脊柱弯曲、“键
盘肘”等生理性病变。五是导致家
庭破裂。

戒网瘾重在正规治疗

赵长兰表示，孩子一旦有了
网瘾就像得了病，需要进行以药
物为主、心理引导为辅的治疗。济
南远大脑康医院青少年网瘾戒断
医学中心，是济南心理卫生协会
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临床合作单
位，其独有的“身心同戒MDT安全
自然彻断体系”，从青少年心理精
神的根源出发，一般30天可戒掉
网瘾，不体罚、不强制，保障孩子
健康发展，180天戒后跟踪管理，
确保戒网瘾、断心瘾、防复发。

“对于症状轻的网瘾患者，
用心理指导便可达到治疗效
果”，赵长兰介绍，对伴有抑郁、
焦虑、社交恐惧和强迫症的网瘾
患者，就必须对症治疗。一般情
况下，经济南远大网瘾戒断中心
治疗的患者，91%左右没有再次
成瘾，剩下的也大多都能认识到
了网络成瘾的危害。

在济南远大青少年网瘾戒
断中心，窗明几净，环境舒适。医
生们正给孩子做心理辅导，医院
还给孩子们安排了台球、乒乓球
等体育健身活动。

看着孩子们活泼向上的精
神状态，所有人都真诚地在内心
默默祈祷这些暂时迷失自我的
网瘾青少年，尽快走出迷途，回
归正常生活。

山东远大网瘾戒断医学中
心公益服务平台电话：4 0 0-
1676-120

“主任，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一位母亲泣不成声，含泪跪求
医生。这是日前发生在济南远大脑康医院自愿戒网瘾中心的一幕。

小涛上了初二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情绪越来越烦躁，常常
泡在网吧，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为了让孩子戒掉网瘾，小涛的母亲
刘女士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花了十多万元，眼泪都快流干了。

22001199全全国国中中老老年年电电视视春春晚晚山山东东选选区区启启动动
本报青岛9月10日讯(记者

陈晓丽) 9月8日，“2019年全国
中老年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山东
选区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
青岛召开，会上宣布“2019全国
中老年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山东
选区正式启动。活动将通过多种
方式选拔出优秀节目参加老年
春晚。双星名人集团作为晚会的
唯一指定用品单位。

山东选区“老年春晚”启动
后，将通过组织多种多样的文艺
展演和选拔。经过海选、初选、半
决选、总决选的方式进行层层选
拔，优秀节目和获奖节目将获得
参加2019全国中老年电视春节
联欢晚会的资格。届时，从全省

总决选中脱颖而出的精彩节目
将与国内著名艺术家、知名主持
人，一起为全国中老年电视观众
倾情演绎春晚盛宴。

据介绍，老年春晚由老年
福数字电视频道全程播出，老
年福频道是经国家广电总局批
准的唯一一个定位于全国老年
观众的频道，现已在全国31个
省(市、区)实现落地。开播10年
来，为全国中老年人呈现了多
档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深受
观众喜爱。截至目前已经成功
举办2017年、2018年两届老年
春晚。本届中老年春晚相较之
前两届老年春晚，选区增多，覆
盖区域更大，在全国及海外共

下设30大选区 ,预计总覆盖人
群将突破2亿。

双星名人作为晚会的唯一指
定用品单位，近几年来，双星名人
集团确立了创中国中老年第一品
牌的战略目标。在总裁汪海的带
领下，双星鞋服不断对老人健身
鞋进行改进创新，又研制出了
EVA大底的八特、八超，以及六超
气垫第五代老人健身鞋。在此基
础上，又研制成功第六代GPS定
位老人鞋，至今又研制出了面包
大底、防水高弹飞织帮面，香味不
臭，夜间反光鞋带等功能性、专业
性、颜色亮丽，符合现在中老年人
穿着的第七代老人鞋，这也是本
届春晚首款指定用鞋。

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者
焦守广) 近日，山东省首

台LungPro全肺导航系统落户
山东省胸科医院，开启了山东
省肺癌早诊早治新篇章。

54岁的徐英(化名)半年
以来总是胸闷，CT显示，左
上肺叶实性结节，需要进一
步检查。9月6日，山东省胸科
医院王晓平主任团队在全球
领先的LungPro全肺导航系
统引导下为徐英完成肺结节
活检术。据了解，患者病灶位
于左上叶，临近气道，且位置
较高，进行支气管镜活检有
一定难度。

王晓平将CT数据导入
LungPro全肺诊疗导航系统
后，系统自动重建全肺血管
气管，通过LungPro系统精准

识别病灶，明确病灶位和病
灶整体大小后，确定手术方
案。在LungPro全肺诊疗导航
系统的气道内导航模块引导
下，快速精准抵达病灶，整个
手术仅耗时不到五分钟。用活
检钳取得肺活检组织后，现
场就判定为非正常肺组织。

“ 操 作 简 单 ，快 速 精
准”，王晓平对LungPro全
肺诊疗导航予以充分肯定。
术前规划、术中匹配操作简
单，特别是LungPro全肺诊
疗导航的气道内导航模块，
能快速精准引导支气管镜
抵达病灶且没有任何定位
耗材，独有的 3D重建全肺
血管、气管技术，为临床诊
断和治疗提供更安全有效
的手术方案。

山山东东首首台台全全肺肺导导航航系系统统
落落户户省省胸胸医医

最美养老院长候选人——— 曲夕彦：

每每位位老老人人有有““专专属属””护护理理流流程程

本报记者 王倩

“我们不仅是同
事，也是家人”

曲夕彦作为院长，平时除
照顾老人外，最主要的精力都
放在了公寓的管理上，“作为院
长，我只有了解每一位工作人
员的情况，才能带领大家更好
地护理老人。”

曲夕彦认为，养老行业的
工作人员不仅个人需要具备爱
心、耐心、责任心，整个护理团
队也应该进行制度化管理。

在曲夕彦的管理和指导
下，济南曜阳老年公寓的每一
位工作人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
所在，并能够将其做到最好。同
时，任何一位同事在生活中需

要帮助，曲夕彦都会冲在前面，
“我们不仅是同事，也是家人。”

正是在这种制度化与人性
化同在的管理下，公寓里的每
一个工作人员不仅工作上会请
教曲夕彦，生活中出了问题也
喜欢和她说一说。

最大的收获是来
自老人的依赖和认可

济南曜阳老年公寓会对老
人的衣食住行进行严格的科学
管理，如果老人自己有要求，也
会根据其个人习惯进行调整，

“每一位老人都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我们会为其制定个性化

的护理流程。”曲夕彦说。
“我们要求护理人员定期

为老人洗澡、及时更换尿垫和
弄脏的衣物、一直保持床面清
洁。”曲夕彦告诉记者，老人来
到公寓不仅是为了养老，还应
享受到家的温暖。

说起三年多的工作，曲夕彦
表示最大的收获就是来自老人
的认可和依赖，“这里不仅是老
人的另一个家，也是我的另一个
家。”同大多数人一样，曲夕彦从
前也不喜欢来自父母的唠叨，但
自从从事了这份工作，她变得对
老人特别有耐心，与父母长辈之
间的相处也更加融洽，“是这份
工作给了我一场内心的修炼。”

今年是曲夕彦任济南曜阳老年公寓院长的第三个年头，时间
虽然不长，但在她的管理下，每一位入住的老人都将这里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个家。

皮皮肤肤有有顽顽疾疾 快快来来解解决决
著名皮肤病专家涂平、孙建方来济会诊

本报 9月 1 0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9月23日、10
月13日 ,我国知名皮肤病专
家涂平、孙建方教授将来到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进行
会诊,市民可以提前预约。

涂平,男,医学博士,博士
研究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
皮肤性病学教研室主任、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
科首席专家 ,系中华医学会
皮肤科学会皮肤组织病理
学组组长。涂教授长期从事
皮肤科临床工作 ,对中西医
结合治疗疑难、重症皮肤病
方面造诣极深 ,在皮肤肿瘤
和皮肤激光美容等领域亦
建树良多。

孙建方 ,中华医学会皮
肤性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皮
肤组织病理学组组长；中国
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副会
长、皮肤病理亚专业委员会
主任、教授委员会主席；亚
洲皮肤科学会理事；首批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才。尤其擅长疑
难、少见、复杂皮肤病的诊
断及治疗 ,擅长皮肤病理及
皮肤肿瘤诊断。

预约方式:可拨打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电话 ( 0 5 3 1 -
87036224)或登录医院官网
预约 ,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
微信预约 :搜索“ j n sp fy”加
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

葛医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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