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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了了照照顾顾儿儿子子，，我我要要活活下下去去””
粉红丝带乳腺公益援助行动仍在持续，现在即可报名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济南80岁市民张
庆(化名)眼角处长了一块“老年
斑”，三四年来越长越大也没在
意，没想到在医院一查，竟然是
皮肤鳞癌。医生表示，幸好发现
得不算太晚还没转移，但也提醒
市民：这种不断长大，而且向下
有“浸润”有“扎根”的斑块，还是
应该提高警惕。

“三四年了，前些年一直没
什么动静。”张庆指着自己一侧
眼角的黑褐色斑块介绍说，自己
当它是块老年斑，虽然一直在增
生长大，但自己也没怎么在意。
最近一段时间，这块“老年斑”溃
疡、渗水，他才开始犯嘀咕。

近日，著名皮肤病专家孙
建方教授来到济南市皮防院会

诊，张庆专程赶来。孙教授给他
简单检查之后，随即建议他赶
快做个病理。“很可能是皮肤
癌。”孙教授说。而病理结果出
来显示，果真是皮肤鳞癌。孙建
方表示，这块皮肤癌可能跟张
庆年轻时接受过过度日光照射
有关，因此眼角处先发展成了

“日光性角化”，因为没进行治
疗，进一步发展成皮肤鳞癌。而
值得庆幸的是，这块皮肤癌还
没有转移，只要手术切除就可
以。“对于这种浸润的、扎根的
皮肤斑块，还是应该提高警
惕。”专家介绍说。

孙建方12月再次来
济会诊

12月7日，孙建方教授将再
次来济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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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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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济南市皮肤
病防治院电话(0531-87036224)或
登录医院官网预约,或通过官方
微信预约 :搜索“ jn spfy”加关
注——— 进入主页预约。(由于常
常存在满号的情况,请在到院前
务必电话确认是否预约成功)

““老老年年斑斑””竟竟是是皮皮肤肤癌癌
专家：“扎根”的皮肤斑块需警惕

本报济南 1 1月 1 2日讯
(记者 陈晓丽) 自10月18
日“齐鲁大医联盟·关爱乳
房健康”2018齐鲁乳腺病诊
疗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并启
动“粉红丝带专项基金”援
助项目以来，至今已经接近
一个月时间。近日，记者在
该项目的定点治疗医院济南
乳腺病医院了解到，目前已
经有近千名全省各地患者递
交了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
在加快审核进程。

据悉，“粉红丝带专项基
金”旨在帮助患有严重乳腺疾
病的贫困患者及时接受正规
系统治疗。“粉红丝带专项基
金”启动当天，“全国乳腺名医
联盟”也正式成立，乳腺病患
者和家属就诊更加方便快捷。

作为已经获得援助的数
百位患者之一，来自聊城冠县

清水镇的叶女士近日在济南
乳腺病医院享受到了优惠检
查和相关治疗。

叶女士今年46岁，在刚过
去的10月份，叶女士无意中发
现其右侧乳腺有肿块，便赶到
当地一家医院就诊，经过详细
的检查，叶女士最终被确诊为
右侧乳腺癌。屋漏偏逢连夜
雨，这个残酷的现实瞬间击碎
了叶女士一家本就拮据的生
活。

“我有个20岁的儿子，打
小就患有脑瘫，为了给他治
病，家里不知道带他去了多少
医院，已经记不清花了多少钱
了，现在生活还是不能自理，
一直需要人照顾。”提起这件
事，叶女士忍不住开始掉眼
泪，“我婆婆还有脑血管疾病，
没有钱做手术，只能靠吃药维
持。”

因此，叶女士只能24小时
留在家里照顾，全家人仅靠其
丈夫徐先生务农及在镇上打
零工维持生计，生活一直过得
捉襟见肘。

看到“粉红丝带专项基
金”落户济南乳腺病医院的报
道后，本来因为缺乏医疗费已
经打算放弃治疗的叶女士，决
定来济南求医。“如果我没了，
谁来照顾我儿子啊，就是为了
能继续照顾他，我也得努力活
下去。”叶女士说道。

了解到叶女士家中的实
际情况，“粉红丝带专项基金”
决定给予援助，并于近日在济
南乳腺病医院完成了右侧乳
腺肿块切除术以及右侧乳腺
改良根治术，手术取得了满意
的治疗效果。

乳腺癌作为导致女性死
亡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早

发现早治疗是提高治疗效果
的关键。济南乳腺病医院专
家提醒说，目前医学界普遍
提倡，40岁-60岁女性每年
做一次乳腺钼靶或超声检
查，但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条
件达不到。因此，专家强调，
提高自检意识非常重要，当
自己触压到无痛肿块，并且
生长速度较快，或乳头有黄
色、暗红色分泌物时，应及
时就诊。

基金办公室刘主任介绍，
“基金会目的就是提升女性乳
腺疾病防治意识，让贫困女性
因患乳腺疾病致贫、返贫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目前，“粉红
丝带专项基金”公益援助仍在
进行中，如果家庭经济存在困
难，可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报
名。粉红丝带乳腺专项援助申
请电话：0531-66677777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者
陈晓丽) 11月10日，“助力行

走，义不容辞”2018年第四季度
股骨头康复患者经验交流会在
济南关节外科(股骨头)医院举
行。来自各地的数十位股骨头
康复患者进行了经验交流。会
上，济南关节外科(股骨头)医
院康复科正式揭牌，同时启动
了 困 难 骨 关 节 患 者 救 助 活
动———“春立阳光计划”。

据专家介绍，近年来，股骨
头坏死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对该病的治疗主要有非手
术方式和手术方式，尤其对于晚
期的患者，手术置换髋关节是重
要的治疗方式。随着手术技术的
发展和关节假体的不断改进升
级，手术效果不断提高。

为了保证骨关节疾病患者
的康复治疗，帮助他们早日恢
复劳动能力，重返社会，济南关
节外科(股骨头)医院特筹建现
代化的康复科并投入使用。会
上进行了揭牌仪式。

据介绍，济南关节外科医
院康复科占地近400平方米，拥
有包括智能关节康复器、功率
车、股四头肌训练板、股四头肌

训练椅、训练用阶梯、体外冲击
波治疗仪等三十余种国内外先
进设备。主要开设关节活动度
评定、肌力功能评定等功能评
定，运用运动疗法、物理因子疗
法等现代化技术与推拿、针刺
治疗、灸法等传统技术相结合，
专业康复师、中医师提供一对
一康复指导、治疗，实现“康复
多专业一体化”的诊疗服务模
式，以实现患者康复，回归社会

为最终目的。
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的骨

关节疾病贫困患者重获健康，
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济南关
节外科(股骨头)医院和多家爱
心单位还为与会的患者提供救
助基金并出台多项减免政策。
北京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为需要置换关节的骨病
贫困患者提供每侧1000元-
2000元现金减免。

心心脏脏病病 胃胃肠肠病病竟竟是是姊姊妹妹病病
好消息：重症心脏病“食疗巧养心”，老中医给你免费调胃肠！

深耕民间40余年的老中医
王立财发现：心脏顽疾与胃肠
病密不可分。王大夫认为，胃肠
病影响气血生化，气血亏虚进
而引发心脏顽疾。反之，心脏病
患者气血循环减弱，影响胃肠
功能，再加上久服西药伤害胃
肠，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形成胃
心病。患者需心脏、胃肠同步调
养才有利于康复。

近日，王立财在荣获老胃
病“鸡内金”食疗专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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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该方已通过权威医院临床试
验并获国家专利2015104033761

(可上网查)，王立财因此被誉为
中医奇人。现王大夫结合专利
及临床研发出养心护脑食疗方

“酸枣仁汤”并提纯为固体饮
料。凡不愿支架、搭桥、换瓣手
术者均可调养。因该方含野生
药材，很多患者用1服药后便倍
感舒适(15天1930元)，3服药后
可做心脏彩超对比。王立财承
诺：本人以诚信为先，绝不欺骗
百姓，前30名拨0531—86666626
调养心脏者，可免费获得同等
时间胃肠病“鸡内金食疗方”。
请康复者帮我宣传！王立财呼
吁：心脏支架、搭桥、换瓣手术
前，给我15天(一服药)，会让你
眼前一亮，因此改变。 (高阳)

葛医药资讯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
者 陈晓丽) 9日-11日，山
东省医学会心脏康复分会第
二届学术年会、山东省老年
医学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
会第五届学术年会、2018山
东大学重症冠心病论坛在济
南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省
医学会、山东省老年医学学
会主办，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承办。会议邀请了省内外各
领域著名专家100余名，参会
代表560人，组织热点问题专
题讲座、病例讨论50余场。

心脏康复主要致力于心
血管疾病患者预防和康复的
全程管理，对于预防疾病反
复发作、减少住院次数、提升
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具有
重要意义。

相对于国外多年的发展
历史而言，我国起步相对较
晚，心脏康复是近年来新兴
的一门学科，目前国内只有
500余家医疗机构在从事心
脏康复的工作，尚无统一的
诊疗模式，缺乏相应的专家
共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
要。

基于这一领域的迫切需
求，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
内科发起，2017年11月山东

省医学会心脏康复分会成
立，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内
科主任鹿庆华担任主任委
员。

据介绍，心脏康复包括
五大处方：药物处方、运动处
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戒
烟限酒处方。重症冠心病涵
盖了严重心血管病变、复杂
心律失常、难治性心力衰竭
以及合并多系统功能衰竭
等多种临床病理过程，临床
诊疗难度大、病死率高。为
提升我省重症冠心病领域
的整体救治水平，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心内科连续八年
坚持举办重症冠心病论坛，
旨在为我省心血管医生提
供一个重症冠心病领域学
术交流、病例讨论的平台。

而老年心血管疾病的
诊治具有独特的疾病特点，
治疗方式也与年轻患者有
明显区别，人口老龄化的加
速使得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
和规范化诊疗越来越迫切。
为此，山东省老年医学学会
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四年来
坚持学术探讨及科普宣讲相
结合，今年是第五届山东省
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病学术
年会。

医医学学大大咖咖齐齐聚聚济济南南
聚聚焦焦心心血血管管疾疾病病助力行走，义不容辞

股股骨骨头头患患者者救救助助——— 阳阳光光计计划划启启动动

“粉红丝带专项基金”旨在帮
助患有严重乳腺疾病的贫困患
者，实行专人专职管理，并设有援
助专线。申请人可向济南乳腺病
医院提出援助申请，提交资料并
经批准同意后，可享受该基金的
援助：

部分检查享受援助价格，原
价260元的乳腺彩超援助现价80
元，原价320元的美国GE钼靶检
查现价200元。多种乳腺疾病患者
可获得资金援助，其中，乳头凹陷
500元，单侧副乳500元，双侧副乳
为1000元，单侧乳腺结节1500元，
双侧乳腺结节2000-2500元。

粉粉红红丝丝带带
专专项项基基金金介介绍绍

葛相关链接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