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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陷陷酒酒瘾瘾，，男男子子六六亲亲不不认认还还打打人人
专家：酒精依赖属精神疾病，规范治疗可身心同戒

讲座主题 讲座专家

《肿瘤患者如何带瘤长寿》 任建华

《抗癌过程中如何吃和补充营养》 张红梅

《肿瘤的中医药治疗策略》 刘寨东

《肺、乳腺、消化道肿瘤最新治疗方法》 宋恕平

本报记者 焦守广

一天不喝酒就难
受、出汗、手抖

魏东军今年52岁，以前是
一名货场的装卸工。28年前，苏
女士和他结婚后，发现他有酒
瘾而且不小，苏女士也不时劝
解。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丈夫的酒瘾也越来越大。“每次
喝醉就骂人，在家里胡说八道，
搅得家里不得安宁。”

说起这些年来，因为丈夫
贪酒误事而与之斗争的经历，
苏女士满脸疲惫、充满绝望。她
说，丈夫早年不喝酒的时候还
很正常，顾家爱家，可是一喝
酒，就变成个疯子，六亲不认，
还动手打人。多少次苦口婆心

好言相劝，都毫无作用。身上的
伤疤都是喝酒后跟人打架或酒
后骑车摔的，已经出了好几次
事故。

苏女士告诉记者，不堪回
首的日子，让她早已萌生了离
婚的想法。现在，女儿已经出
嫁，自己苦心维持的家也没个
盼头了。更为严重的是，现在老
公已经发展到只要一天不喝
酒，就会出现难受、出虚汗和手
抖的现象，若不是看在半辈子
夫妻的情分上，她早已离他而
去了。

“可是，如果离开了我，他

还怎么过？”苏女士说。

专家：坚持科学戒
酒，可身心同戒

记者为此帮苏女士联系到
了山东省被权威机构评为“戒
酒康复公益贡献单位”的济南
远大脑康医院酒精依赖戒断中
心的赵长兰主任。

赵主任说，酒精依赖是一
种精神障碍，对于酒精依赖患
者来说，单凭个人意志力来戒
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酒瘾患
者一般同时表现为心理依赖和

躯体依赖。
赵主任强调，正是因为这

两种依赖症状同时并存，所以
戒酒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
是心瘾也十分可怕，有的病人

“想酒的时候心里像猫抓一样，
理智不要喝，就是控制不了自
己”，并且常常伴随有焦虑、抑
郁情绪或易激惹、冲动行为，此
时极需要专业戒酒人员的帮
助。

赵主任告诉魏东军夫妇，
过量饮酒对身体损害大，比如
出现消化道大出血、酒精肝、肝
硬化、诱发中风等。因为个人戒

不了酒，所以酒精成为导火索，
让这些病情反复发作。看上去
是这些疾病危及生命，其实这
并非根源，实则是戒不了酒而
导致伤身、致命。

得知酒瘾是一种疾病，苏
女士几乎要哭了出来：“我以前
从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命不好，
责备抱怨老公没出息。要知道
这是一种病，我们早来这里治
疗了。”

赵长兰介绍，济南远大戒
酒瘾中心，多年来采用“远大身
心同戒MDT安全彻断体系”，
对患者施行身、心瘾同步戒断
治疗，确保短期内能够达到治
病症、戒体瘾、断心瘾、防复饮，
彻断酒瘾，回归正常生活。

山 东 远 大 酒 精 依 赖
防 治 公 益 服 务 平 台 热 线 ：
4 0 0 - 1 6 7 6 - 1 2 0

葛医药资讯

“只要谁能帮忙把他的酒瘾戒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心甘情愿！”苏女士的丈夫一醉就是十天
半个月，喝醉之后像个疯子一样，六亲不认不说，还动手打人。屡劝不止，苏女士甚至萌生了离婚
的想法。济南远大脑康医院酒精依赖戒断中心专家表示，酒精依赖是一种精神障碍疾病，规范治
疗可身心同戒。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癣

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治疗
皮肤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
肤，享受美好人生，是每一位
皮肤病患者梦寐以求的事。

百癣夏塔具有清除碱

性异常黏液质、燥湿、止痒
功能 ,用于治疗肌肤瘙痒、
体癣、牛皮癣。祛癣专线：
400-809-3078，货到付款。(请
按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使
用陕药广审(文)第2018020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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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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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心心医医院院助助学学公公益益行行

走走进进莱莱芜芜高高庄庄育育才才小小学学

10月30日一早，济南中
医白癜风医院的志愿者们前
往莱芜高庄育才小学开展爱
心助学活动，为这里的学生
们送去丰富的物资，并与学
校里的孩子举办一场趣味运
动会，用实际行动奉献自己
的爱心。在助学行动捐助仪
式现场，济南中医白癜风医
院向莱芜高庄育才小学的每

一位学生都捐赠了一套运
动服，校长杨立勇代表学校
接受了爱心捐赠并对爱心
单位的暖心善举表示衷心
的感谢。随后，济南中医白
癜风医院的爱心志愿者在
校主任的引路下走进留守
孩子的家里，慰问贫困家
庭，为他们送去米、油等生活
必需品。

化疗、靶向、免疫、中医、营养专家汇聚一堂“讲你所需”

这这场场抗抗癌癌公公益益报报告告会会，，不不可可错错过过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者

孔雨童) 11月20日(下周二)
本报将联合山东省卫生保健协
会举行本年度最后一场齐鲁抗
癌公益讲座，名额有限，如果您
有相关问题可以尽快报名。

著名肿瘤专家，原山东省
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宋恕平教授将带来名为

《肺、乳腺、消化道肿瘤最新治
疗方法》的讲座。

饮食和营养对于肿瘤患者
的康复也至关重要。20日，我们
将邀请山东省肿瘤医院营养科
专家张红梅来到现场，为大家
讲解“抗癌过程中如何吃和补
充营养”的问题。

此外，山东省中医院肿瘤
科副主任医师，资深中西医结

合肿瘤专家刘寨东将围绕“不
同类型肿瘤该如何中医治疗和
调理”进行讲座和交流；解放军
456医院从医30余年的专家任
建华也将从“肿瘤患者如何带
癌长期生存”的角度，为大家答
疑解惑。

如果您有重要问题，也可
以提前将问题发给我们方便专
家准备。(拨打电话：0 5 3 1 -

85196052 85196381)
讲座时间：11月12日
讲座地点：济南市中心医院
报名方式：1 .拨打齐鲁晚

报 健 康 工 作 室 电 话 0 5 3 1 -
85196052 85196381(9：00-18：
00)；2 .扫描二维码关注齐鲁晚
报抗癌微信平台“癌不孤单”留
言，把您的姓名，所患癌种及联
系方式等发送给我们。

本本周周两两场场糖糖尿尿病病义义诊诊活活动动等等你你来来
本报济南11月12日讯(记者

陈晓丽) 11月14日是联合
国糖尿病日，今年联合国糖尿
病日的主题为“家庭与糖尿
病”。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成年
人群中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10 . 9%，并且有年轻化趋势，这
主要受高热量饮食、运动量不
足等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

由于糖尿病早期几乎没有
任何症状，不少市民患有糖尿

病自己却毫不知情，还有些患
者因为对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
足，确诊后也不重视治疗。专家
提醒广大市民，应坚持定期体
检。

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糖尿
病科普知识，解答相关疑问，11
月14日上午8:30-11:00，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将举办“联合国糖
尿病日”大型宣教与义诊活动，
现场将免费提供专家咨询、血

糖血压检测、骨密度、体脂分析
等，地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华
美楼一层门厅。

11月17日上午8:00-11:00，
山东省医学会将组织驻济各大
医院内分泌专家联合举办“联
合国糖尿病日”大型宣教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免费健康宣教、
专家咨询、并发症筛查等项目。
地点：南郊宾馆俱乐部(济南市
历下区马鞍山路2号)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 0月 1 2日中午时

分，青岛市中心血站二

楼献血大厅迎来了一

位十分熟悉的面孔，出

租车司机陈育田来到

血站撸袖献血，庆祝他
60岁退休的日子。

陈师傅选择用无

偿献血的特殊方式来

纪念这一天，为自己14

年的的士生涯和8年的

献血经历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任霄惠 刘海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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