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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断断电电断断网网，，少少年年抡抡棍棍打打伤伤爷爷爷爷
专家：游戏成瘾属精神疾病，戒瘾治疗有讲究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游戏成瘾被列入
精神疾病范畴

赵 长 兰 告 诉 记 者 ，今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
成瘾”列入精神疾病范畴。
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过度依
赖网络的发病率是6%，我国
比例接近10%。其中，12-16
岁 的 青 少 年 是 网 瘾 高 发 人
群。赵主任认为，网络游戏
成瘾一般与缺乏自我控制能
力、沟通和社交能力低下和
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有关。赵主任表示，网络成
瘾现象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其
他精神心理问题，如焦虑、
抑郁等。一般而言，这些心
理疾病得到改善后，青少年

过度依赖网络问题也会得到
明显改善。

赵长兰主任所负责的济
南远大网瘾戒断中心，诊疗
设施一流，环境舒适优雅，在
这 里 进 行 网 瘾 戒 除 的 青 少
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健
康、向上和充满希望的神情。
一位来这里探视的网瘾少年
家长感慨地说，在这里，孩子
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和家
人讲话，也知道低声细语、嘘
寒问暖了，这让家长们感到
变化真的很大。

戒除网瘾并不难
对症治疗是关键

赵主任说，济南远大自愿
戒瘾中心独家研发的针对青少
年网瘾矫治的“身心同戒MDT
安全自然彻断体系”效果非常
好。该体系从青少年心理精神
的根源出发，不体罚、不强制，
保障孩子健康发展，戒除网瘾
后还进行跟踪管理，确保戒网
瘾、断心瘾、防复发。

赵主任指出，网络成瘾的

孩子，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焦虑、
抑郁、多动症等精神心理疾病。
中心在为他们治疗的时候，都
会针对具体病因，有抑郁症就
吃抗抑郁药，有强迫症的就用
治强迫症的药，都会按照相关
治疗规范进行。

此外，济南远大网瘾戒断
中心，还采用了独特的“家庭温
暖法”，由资深心理专家领衔心
理辅导团队，以家庭化的管理
模式，来预防或戒除孩子的网
瘾，可通过重塑有网瘾的青少
年的自信，提高其在现实生活

中的沟通、交际能力。
当然，规范化的体育锻炼和

体能训练比赛，也使得在这里进
行网瘾戒除的孩子们生活丰富
多彩，趣味盎然。济南远大网瘾
戒断中心非常注重鼓励和挖掘
孩子们的文艺表演天赋，让他们
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据了解，在这里进行网瘾
戒除治疗的青少年，90%以上
没有再次成瘾，剩下的也都认
识到了网络成瘾的危害，成瘾
性逐渐降低或淡化。有一个孩
子出院时，哭着对来接他的母
亲说：“妈妈，原谅我之前的任
性和不懂事，我不会再回到过
去了，我要自食其力，不让你们
操心了！”母子俩相拥而泣，在
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山 东 远 大 网 瘾 戒 断 医
学中心公益服务平台电话：
4 0 0- 1 6 7 6- 1 2 0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0月13日上午，

完美 (中国 )山东分

公司举行无偿献血

活动。本次活动共

有167人参加献血，

累 计 献 血 量 高 达
52900毫升。

通讯员 韩京华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影报道

花花十十万万没没治治好好病病，，专专家家却却说说根根本本不不用用治治
本报济南10月15日讯(记者

孔雨童) 40岁的刘女士一年前开
始手脚起厚皮、干裂，为了治这个
毛病她连续跑了很多医院花费约
十万也没有确诊。上周末，我国著
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来济南
会诊，才终于帮她揭开这个谜。

10月14日，在济南市皮肤病
防治院，刘女士张着两只手说。
一年多以前，刘女士双手开始起
厚皮、干裂，严重的时候甚至有
点渗血。她吃了很多药，中西药

都有，前前后后竟然花了十几
万，但毛病始终没有解决。

上周，刘女士在报纸上看到
著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来济
南会诊的消息，就赶快报了名。检
查之后，孙建方教授介绍说，刘女
士得的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叫做
红斑角化病，因为是遗传问题，所
以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法。但是，完
全可以通过多涂抹一些滋润保养
的东西来减轻症状，如果严重了
可以吃点消炎药物。

11月1日，孙建方教授将在此
来济南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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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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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87036224)
或登录医院官网预约,也可以通
过医院官方微信预约 :搜索

“jnspfy”加关注——— 进入主页预
约。

治治疗疗脑脑萎萎缩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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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4岁的小俊上网成瘾，整天迷恋于网络游戏，平时不怎么与人交流，精神呆滞，辍学
半年有余。日常照顾他的爷爷无奈将其房间断电断网，暴躁的小俊竟用棍打伤爷爷。济南远
大青少年网瘾戒断中心主任赵长兰表示，网络成瘾现象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其他精神心理问
题，如焦虑、抑郁等。

气温降低心梗脑梗高发。
民间中医王立财发现：心脏瓣
膜关闭不全患者，心脏长期无
效射血，加重心肌负担，患者
遇到劳累、着急、生气时，容易
出现心衰、心梗，危及生命，切
不可掉以轻心。近日，痴迷中
医40余年的王立财，三服药巧
治心脏瓣膜病、心脑血管狭
窄、心脏肥大、心律不齐获突
破，被誉为愈心脑“民间方
案”，成为王立财老胃病鸡内
金食疗方、颈腰椎百脉中药包
外敷方之后又一殊荣。现该方
已通过权威医院临床试验并
获国家专利2015104033761王立
财被列入《世界人物辞海》并
被誉为中医奇人。

王立财结合专利及临床
研发出食疗方“酸枣仁汤”并
提纯为固体饮料。凡不愿做支
架搭桥、换瓣膜手术者均可调
养。因该方配方独特且含野生
药材，很多患者1服药倍感舒
适(15天1930元)，3服药后可做
心脏彩超对比。前来问诊的张
女士说：“我10年前看到王立
财小偏方报道，一直半信半
疑。今天看到这么多受益者，
我后悔来晚了！”王立财承诺：
患者得病已很痛苦，本人以诚
信为先，绝不欺骗百姓，速拨
0531—86666626预约。请康
复者帮我宣传！王立财呼吁：
支架搭桥、换瓣手术前给我15
天，让你因此改变。

中中医医发发现现：：心心梗梗元元凶凶竟竟是是瓣瓣膜膜
胸闷气短、失眠烦躁、心绞痛巧调养……民间中医获国家专利

因残疾重病增加的支出，核算收入时适当扣减

山山东东支支出出型型贫贫困困家家庭庭纳纳入入低低保保

本报记者 陈玮 通讯员 于艳

低保兜底保障范围拓宽

《意见》明确提出，对于家
庭成员因残疾、患重病等增加
的刚性支出、必要的就业成本
等，在核算家庭收入时可按规
定适当扣减，这是对以往低保
政策只针对收入型贫困的重大
突破。同时放宽了低保申请人
的财产认定条件，规定申请人
家庭可以拥有维持家庭成员生
产、生活所必需的家庭财产，拓

宽了低保的兜底保障范围。

法定义务人买中
高档车，不得享低保

此外，针对低保认定工作
中存在赡养费认定难问题，明
确规定对低保申请对象赡(抚、
扶)养人的赡(抚、扶)养能力能
够精准认定的，按照有关规定
计算赡(抚、扶)养费；对难以精
准认定的，可参照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等的一定比例测算。

同时规定，非共同生活的

法定义务人在被赡(抚、扶)养
人提出低保申请之月前一年内
购买中高档汽车或者非普通商
品住房的，被赡(抚、扶)养人原
则上不得纳入低保。

超五成不能自理
特困人员将集中供养

要求各地加大区域性中心
敬老院建设力度，三年内，20个
深度贫困县每个县新建或改扩
建1-2所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到
2020年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
集中供养率提高到50%以上。

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扶贫办出台相关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性扶贫措施，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
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按照规定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城乡低保保障范围。

新婚燕尔，夫妻恩爱，但
对于来自青岛的李青来说，
婚姻却成了她的心头病。李
青今年28岁了，患有银屑病的
她新婚不久，银屑病迅速复
发。丈夫刘强一度认为会传
染，决定分居，并担心会将此
病遗传给孩子。

夫妻俩赶紧到医院求
助。济南肤康中研皮肤病医
院的邱玉清介绍，银屑病是
不会传染的，不必感到恐慌。
而且遗传也是有概率的，积
极治疗后完全可以正常生
育。邱玉清主任的话让刘强

改变了对银屑病的片面认
识，李青也减轻了心理压力，
遵循医生的治疗方案采取了
中药+血疗的配合疗法，不到
一个月皮肤逐渐好转痊愈。
挽救了一对新人的新婚危
机。

邱玉清主任表示，银屑
病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不
具备传染性。免疫功能正常
的前提下是可以妊娠生育
的，有的患者在治疗用药期
间因病情需要会使用部分药
物，如果考虑生育需具体咨
询医生。

新新婚婚夫夫妇妇因因皮皮肤肤病病分分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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