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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膝关关节节受受伤伤？？中中药药外外治治除除““痛痛””
北上广患者青岛求医，中药外治疼痛迅速缓解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 23
岁的小李4年前查出半月板损
伤，天天疼得无法上班，到处求
治无果。10月12日小李从上海
坐飞机到青岛天道中医，中药
外治几天疼痛就有了缓解。北
上广患者为何频频到山东青岛
求医，中药外治效果如何？记者
为此专访了青岛天道中医于华
芬主任。

小李家住上海，4年前膝关
节损伤后出现膝盖疼痛，检查
为半月板损伤变性，韧带挫伤，
少量积液髌骨关节软骨损伤，

天天痛得无法上班。在当地几
家医院都无法治愈。10月12日，
疼痛难忍的小李坐飞机飞到青
岛，想试一试中医治疗效果。没
想到，采用中药外治几天疼痛
就有缓解，本来一瘸一拐地走
路，一个疗程下来，走路看不出
膝盖有毛病，疼痛大幅减轻。

北京的金女士68岁，多年
膝关节肿痛，检查为膝关节退
行性病变伴有积液，吃保健品
止痛片等多种方法后还是越来
越重，每天靠登山杖助行，因此
错过了好几次朋友一起出国旅

游的机会。采用了汽熥疗法，前
六天就消除了肿胀，疼痛减轻，
治疗到了第15天，不使用拐棍
就能自己直接走路，目前还在
治疗中。

青岛天道中医于主任介绍
说，天道中医成立五年来，已经
通过传承配方的内病外治方
法，形成自己门诊独特的医疗
特色，其中有三种外治方法用
在临床治疗，受到国内外不少
患者青睐。一、汽熥疗法治疗骨
关节疾病和心脑血管并发症
等；二、五联拔毒祛痛疗法治疗

带状疱疹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三、中药泡浴法治疗痛风和
月子病等。

中药外治汽熥疗法适用于
颈椎、腰椎的椎间盘突出、滑
脱、椎间管狭窄，坐骨神经痛、
骨质增生等，高血压、冠心病、
头晕眩晕等，膝关节的退行性
病变、积液、骨刺、半月板损伤
等也有比较好的效果。

中药外治法可以避免中药
汤剂难以下咽的苦涩感，加上
治疗骨关节疾病的汤剂配方中
的少部分中药中都含有小毒，

长期服用会伤肠胃、肝胆肾等
内脏器官，本来中医理论肝主
筋、肾主骨，如果药物用量过多
往往对这两个重要的脏器造成
损伤，从而形成按下葫芦起来
瓢的恶性循环怪圈，也就是并
发症越来越多，通过中药外治
的方法可以直达病灶，修复病
变部位的黏连、坏死等组织，激
活正常细胞来达到治疗的目
的。

想进一步咨询了解的患者
朋 友 ，可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
15694407776。

脑鸣耳鸣患者常感觉脑
内如知了叫，汽笛声，流水
声、嗡嗡声、蝉鸣声等，使人
抑郁烦躁不安。

中医认为：脑鸣耳鸣因脑
髓空虚造成，治疗以生精补髓、
健脑益智为佳；长期耳鸣脑鸣，
会引发失眠、眩晕、健忘等症，及
早治疗是关键。为验证脑鸣耳

鸣专用药【补脑丸】的确切疗效，
厂家特拿出1000盒产品，出厂价
向我省患者发放，让患者亲身
体验【补脑丸】的真实疗效。

申购活动已在我省开始，
如果您患有脑鸣耳鸣疾病，请
您马上拨打400-8766-587报
名申购。

陕药广审(文)第2018090247号

脑脑鸣鸣 耳耳鸣鸣 来来电电申申领领

葛医药资讯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记者
陈晓丽) 26日上午，山东省

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庆祝大
会在济南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
建院以来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其中谢立信院士、于金明
院士获“终身成就奖”。当天下
午，省医科院举行了庆祝建院60
周年学术活动暨医学前沿论坛，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医学科
研前沿开展学术交流。

据介绍，省医科院成立60年
来，为守卫人民健康做出了突出
贡献，在全国率先实现以省为单
位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
疾、麻风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
健康的重大疾病，夺得新中国灭
病史上“四连冠”。探索形成了

“研、医、防、教”有机融合、协调
发展的特色模式，获得国家级科

技成果奖励21项、省科技最高奖
3项，在眼科角膜病、肿瘤放疗、
麻风病等研究领域达到国内领
军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科研与医
疗深度融合，院属9所医院每年
为超百万患者提供优质诊疗服
务。防治领域不断拓展，拥有世
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防治新技
术推广应用于非洲、大洋洲等发
展中国家。开创“所系合一”的办
学模式，基本建成本硕博一体化
教育体系，为国家输送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等一批医药卫生领域
顶尖人才。

服务社会成果丰硕，研发
出铂类系列抗癌药物、葛根素
及制剂、抗癌药替吉奥胶囊等
一系列新药，创造了显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外合作
成效显著，与全球顶尖高校和

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选派专家
到海外开展医疗援助。

作为庆祝建院60周年系列
活动的重要内容，20日，省医科
院在济南英雄山赤霞广场举
行大型义诊活动，主题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百姓
健康”，共选派了不同专业的
几十位专家，为1000余名市民
进行了免费诊疗服务，并发放
健康科普资料2000余份。

据了解，开展大型义诊活
动是省医科院坚持多年的传
统，所属的各医疗机构都组建
了志愿服务队，常年开展社区
义诊服务，今年还组织专家到
菏泽市郓城县、定陶区等地深
入“第一书记”帮包村开展义
诊，以优质的医疗服务助力精
准脱贫，赢得广泛赞誉。

省省医医学学科科学学院院庆庆祝祝建建院院6600周周年年
曾获新中国灭病史上“四连冠”

济济南南市市二二院院举举办办国国际际眼眼科科新新技技术术研研讨讨会会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记者
陈晓丽 通讯员 李嘉宁)

10月19日—21日，第十一届国际
眼科新技术研讨会暨山东省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在济南市第二
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国内外的著
名眼科专家及全国各地的眼科
同仁200余人齐聚济南市二院，共
襄眼科盛会。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创新
引领，百年瞳行”，会议由济南市
二院院长张玉光主持，党委书记
牟鑫致欢迎辞，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眼科主任马志中讲话。

此次大会汇集了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德国汉堡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温

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浙江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市眼科医
院等19位国际国内顶尖的眼科
专家学者，以及济南市二院的8
位优秀眼科教授，就玻璃体视网
膜病变、角膜病、青光眼、眼外伤
及弱视斜视等疾病的国内外最
新诊疗技术和临床经验进行专
题讲座。

专家授课的内容涵盖临床新
技术介绍、影像学分析、临床案例
分享、SCI论文写作指导等多个方
面，授课期间，专家们还与与会学
员共同探讨了眼科创新的新成
果，分享了眼科事业的新进展。

据介绍，作为济南医学会眼
科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济南市

二院在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的同时，时刻以传播先进眼科学
术知识为己任，充分利用自身的
技术优势和人才资源，积极投身
于学术交流工作。

自2002年举办第一届学术会
议至今，该院已经成功举办了十
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济南国际
眼科新技术研讨会已经成为山
东省眼科医师学术交流的重要
平台。此次研讨会是二院举办的
第十一届眼科学术会议，也是历
年以来规格最高、专家最多、讲
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届会议。不
仅使全省眼科医护人员在学习
交流中收获了新知识，也必将推
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眼科新技
术的发展。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近日，潍坊市人

民医院组织医务人

员无偿献血。多次献

血的桑丽霞正在休

班，听到消息后带着
3 岁 的 女 儿 来 献 血

了。两天时间，潍坊

市人民医院225名职

工累计献血量达5 . 12

万毫升。 通讯员

张洁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影报道

秋秋季季祛祛痛痛行行动动启启动动
持持晚晚报报就就诊诊享享优优惠惠

本报济南10月29日讯
秋季带状疱疹高发，更应警
惕后遗神经痛。齐鲁晚报联合
青岛天道中医开展“秋季祛痛
行动”，持本版齐鲁晚报在指
定价格内不限治疗次数，可以
拨打“秋季祛痛行动”健康热
线15694407776咨询。

宋先生的老伴今年1月
份在腰腹部患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用过多种药物疗法和
手术也是无济于事，宋先生自
己也一直深受颈椎病困扰，一
家人心急如焚。国庆节，孝顺
的儿子从河南开车到青岛，

老两口一起治疗，宋先生采
用汽熥疗法一个疗程消除了
多年的头晕，颈椎酸痛也缓
解了不少。老伴采用拔毒祛
痛疗法八次消除了剧痛。

青岛天道中医于华芬主
任介绍，大部分带状疱疹患
者采用拔毒祛痛疗法2-3次
消除症状，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会在3-8次后消除疼痛，少
部分十几次消除症状，有忌口
不严、有过针灸艾灸还有其他
手术的可能会延长治疗次数，
有非常少的严重患者追加次
数也会改善或消除症状。

日前，济南远大脑康医
院京鲁医疗联合体会诊中心
举行盛大签约仪式，聘请蜚
声国内外神经医学界的大腕
级名家吴承远教授，助力该
院神经学科发展。

吴承远教授从事神经科
医学临床与研究50年，主要研
究方向为脑组织细胞移植的
基础与临床，射频热凝治疗三
叉神经痛等。不久前，吴承远
教授荣获2018王忠诚中国神
经外科医师年度奖评审会终
身荣誉奖。

受聘仪式上，济南远大

脑康医院刘庆贵院长说，能
够请到像吴承远教授这样的
享誉全国乃至国际的一流的
神经医学专家加盟远大医院，
无疑对提升整个医院的医技
实力，特别是神经医学的诊
治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
远大脑康医院京鲁医疗联合
体会诊中心人才济济，专家队
伍不断扩大，医资力量不断增
强，先后与云维生、肖杰、马明
东、马唯一、任杰等北京三甲
神经及精神心理领域的知名
专家签约。

神神经经医医学学泰泰斗斗吴吴承承远远教教授授
受受聘聘济济南南远远大大脑脑康康医医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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