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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少年年深深陷陷网网瘾瘾，，母母亲亲下下跪跪相相求求
专家：戒除网瘾，身心同戒对症治疗是关键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少年沉迷网络辍
学，用尽办法难除恶习

小刚因为网瘾太深辍学在
家几个月，整天窝在家里上网
打游戏。无奈之下，邱女士辞掉
工作。全天候看护儿子，陪伴儿
子，让儿子改掉沉溺网络的毛
病，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
效果。

邱女士在一家不错的大型
企业上班，丈夫忙于生意。因为
家境可以，收入可观，夫妇俩干
脆把小刚送到一所寄宿制中
学。脱离了父母的管束，再加上
学校的学习课业繁重，小刚感
到压力很大，渐渐地，他开始染
上了网瘾。

一开始，小刚还只是编造
各种理由，学校家庭两边说谎，
时而还会去学校上课，但是随
着他的网瘾越来越大，不能自
拔。初三上学期，终因无法摆脱
网瘾而辍学回家。

小刚对网络的过度依赖，
让邱女士意识到，儿子的网瘾
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邱女
士曾带小刚去做心理治疗。小
刚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不能集中
在除网游之外的任何事物上，
心理治疗毫无作用，因为他听
不进医生和家人的任何一句
话。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甚
至下跪流泪相求，都无法祛除

小刚沉迷网络的心瘾。绝望之
余，邱女士偶然间从电视上看
到了一则新闻，新闻报道了济
南远大脑康医院青少年网络成
瘾戒断中心，多年来成功戒除
了众多孩子的网瘾，这让邱女
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网络成瘾属精神
疾病，身心同戒是关键

在济南远大青少年网瘾戒
断中心，中心主任赵长兰对小
刚进行了系统检查和测试，诊
断他为“网络成瘾综合征”，并
伴有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表

现出了一些躯体症状、精神症
状和心理障碍，甚至有一些人
格扭曲的症状。这些内在疾病，
仅仅靠说服教育是解决不了
的，只能用药物。

济南远大青少年网瘾戒断
中心对小刚的药物治疗主要是
用来调节情绪，改善症状。除了
药物治疗外，心理医生每天还
定时为小刚做心理治疗。同时
还采用了医学、体育运动及拓
展训练、心灵感化教育等综合
手段。

仅仅过了一个月，小刚
就改变了之前只对网游感兴
趣的毛病，能和家人心平气
和地沟通了，也听得进家长

的劝导了。赵主任说，出院后
的半年内，中心将跟踪小刚
身心状况，定期随访，巩固效
果，防止复发，这些都需要家
长和孩子的配合。

有了这些根本性的改变
后，邱女士决定让小刚从初
二读起，重新返回了校园。

“现在知道了，挣多少钱也不
如培养一个好孩子重要啊！”

赵长兰主任告诉记者，目
前，很多家长还不知道，网络成
瘾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
为精神疾病，需要通过心理和
药物综合治疗才可扭转。像小
刚这样的网瘾少年，单凭说教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症治疗，
身心同戒。

济南远大青少年网瘾戒
断中心公益服务平台电话：
400-1676-120

老中医王立财观舌形、听
心脏，诊治心脑毫厘不差被誉
为“活B超”，王大夫研发的老胃
病食疗方、颈腰椎病外敷方、心
脏瓣膜闭锁不全“酸枣仁汤”火
爆泉城。为庆小偏方上市10周
年，王立财助理周六上午在济
南文化西路36-3号，聚安堂小
偏方“省中医”店接受咨询。

据悉，王立财1955年生于
吉林通化，痴迷中医40余年，
开方下药与众不同,精选鸡内
金高度提纯研发出老胃病食
疗方鸡内金颗粒，可直敷胃
壁,快速激活胃底神经。王立
财用做减法方式最大限度减
少西药对胃肠刺激，患者只需
每天两包鸡内金食疗方即可

快速调养胃肠。王大夫因此
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被
誉为中医奇人。外地患者可
拨0531—86666626免费邮寄。
家住馆驿街的曾先生说：“几
年前，我对王立财小偏方半信
半疑，后来忍不住试了试，几
个方子都超乎我想象，确实
不忽悠老百姓，我专程送来

‘百姓福音，方方见效’锦旗。
我奉劝患者少走弯路，快找
王立财。”现小偏方10周年，
老胃病食疗方490元寻重症
者，颈腰椎外敷方百脉药包
480元体验。王大夫研发“酸枣
仁汤”三服药，不愿做支架、
搭桥、换瓣膜手术者，服用40
天可彩超对比效果。 (高阳)

中医奇人王立财小偏方火爆10周年再获专利，490元寻重症者

中中医医发发现现：：老老胃胃病病食食疗疗妙妙招招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治疗了一年半
的“皮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还越来越重，溃疡、脓肿、发
烧……近日，聊城市民刘先生
来到济南，挂了前来会诊的著
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的
号，才知道“治错了”，原来自己
患的是“淋巴瘤样丘疹病”，并
且已经恶化。

刘先生这两年深受皮肤问
题的困扰，浑身上下出现大片
的丘疹，他一遍遍地跑医院，被
诊断为“皮炎”，药也用了很多，
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开始溃
疡、红肿，有时候还发烧。”这种
情况持续了一年半，几个月以
前，刘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著名

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来济南
会诊的消息，就在电话预约后
赶到济南。

经过仔细检查，孙建方教
授将这种病诊断为“淋巴瘤样
丘疹病”，而不是单纯的皮炎。
孙教授介绍，刘先生的病目前
已经偏恶性，再向下发展有可
能进展到肿瘤期。孙教授给他
开了一些药物，一个月以后，脸
和其他患处已经明显结痂，坑
也变浅了，已经被困扰一年半
的刘先生对此非常吃惊。

11月孙教授将再
次来济会诊

11月1日,孙建方教授将再

次来济南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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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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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spfy”加关注——— 进
入主页预约。

特别提醒 :由于常规情况
下孙教授挂号人数过多 ,请大
家前来就诊前一定先电话报
名,并确认有没有余号；如确实
有急需解决的皮肤病问题 ,请
尽早报名。

治治了了一一年年半半，，““皮皮炎炎””险险变变肿肿瘤瘤
专家：再晚就有危险了

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下跪流泪相求，都无法祛除儿子网瘾。无奈之下，市民邱女士带儿子小
刚来到济南远大青少年网瘾戒断中心，经药物、体育、感化教育等综合治疗手段，仅仅过了一个
月，小刚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康复出院，并重返熟悉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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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医药资讯

10月27日，齐鲁圆梦孕
育工程办与济南嘉乐生殖
医院联合举办2018年第四
季“ 圆 梦 宝 宝 回 娘 家 ”活
动。双方将加大援助贫困生
育家庭，为每位参与齐鲁圆
梦 活 动 的 贫 困 家 庭 提 供
2000元的援助补贴。

据了解，齐鲁圆梦孕
育工程主要面向全省的贫

困、残疾、失独等特殊家庭
开展大规模的定向医疗援
助。活 动 以“ 帮助不 孕 家
庭 、共 建 和 谐 社 会 ”为 宗
旨，开展五年多以来，共完
成免费不孕症排查7000余
人次，不孕症费用减免达
3 0 0 0余人次，全额救助贫
困、失独、残疾家庭近 5 0 0
余人次。

齐齐鲁鲁圆圆梦梦孕孕育育工工程程
加加大大援援助助贫贫困困家家庭庭力力度度

山东省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启动

““冬冬令令调调补补””，，膏膏方方应应注注意意单单人人单单方方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记者

陈晓丽) 为持续推进中医药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充分发挥中
医膏方在预防保健服务中的作
用，23日上午，山东省中医药服
务百姓健康行动暨中医养生保
健膏方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
中医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山东
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

膏方是指一类经传统方法
加工制成的膏状方剂，亦称膏
剂、膏滋，是一种具有营养滋补
和治疗预防等综合作用的中药
内服制剂，是集养生与治疗为
一体，同时兼顾了个体化诊疗
和共性化规律的中医药干预手
段。

据介绍，膏方适应范围广
泛，适合不同体质、不同疾病和
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包括体虚
易感者、肿瘤患者及患者放化疗
后调养、更年期女性、产后女性、
手术后患者调养、慢性疾病患
者、职业女性及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由于膏方具有药物浓度高，
体积小，药性稳定，口感适宜，容
易贮藏和携带，便于长期服用等
特点，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值得注意的是，膏方并非千
篇一律，而是医生根据病人的体
质、疾病性质，给予处方，单人单
方，将方中的中药多次煎煮，加
热浓缩，再根据病人疾病情况加
入某些辅料而制成的比较浓稠
的膏剂。

“冬令一调补，春天可打
虎”，冬季是一年四季中进补的
最好季节。长期以来，人们就讲
究“冬令调补”，冬天内服滋补膏
方，可强壮身体。其实，不止冬
季，一年四季都可根据需要，在
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膏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任勇介绍，近年来，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膏方研究、
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随着膏方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受益群体日益增加，临床医师的
经验不断丰富，这些都为膏方的
研究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开具的膏方数量从2011年度的
全年三四百料发展到今年的近
8000料。”

活动现场，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还举办了大型中医义
诊活动，包括养生保健咨询、中
医药科普知识宣传、膏方制作演
示、膏方免费品尝等内容。

通讯员 刘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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