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媒体报道一名因狂犬病死亡的32岁男子，死前一天射
精四五十次。从公开资料来看，狂犬病患者出现性亢奋症状不算
罕见。英国《研究生医学》杂志记载了印度多位狂犬病患者性亢奋的
例子，四川2000年公开了5例以射精为首发症状的狂犬病患者，他们
没有恐水、怕风症状，入院治疗5-7天后均死亡。据分析，狂犬病患者
频繁射精的原因，可能是狂犬病毒直接侵害阴茎小动脉、岔腔神经
和腹下神经所致，从而引起阴茎异常勃起或在此基础上频繁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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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人死前为何频繁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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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飞”专家

提升体检质量

孩孩子子网网瘾瘾难难戒戒，，快快来来听听专专家家支支招招
心理健康大讲堂聚焦“网瘾”，免费抢座热线96706120

本报济南12月22日讯(记
者 李钢) “孩子上网成瘾，
怎么办？”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瘾”也成为越来越多家长
最头疼的事。为此，由本报和
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发起的
健康大讲堂之心理大讲堂特
邀网瘾治疗专家刘炳伦主任
开讲。讲座时间：12月25日本
周四下午两点。地点：山东新
闻大厦二楼齐鲁风情厅。免
费抢座热线96706120现已开
通，到场可免费领取《生命周
刊健康服务手册》。

“我儿子12岁了，平常不
是抱着电脑上网，就是抱着
手机上网，学习成绩也是越
来越差，这可怎么办啊？”近
日，市民孙女士拨打本报热
线求助。其实，不仅仅是孙女
士，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瘾”也成为越来越多家长
最头疼的事。

据相关统计，在全球两
亿多网民中，有1140万人患
有不同程度的互联网成瘾综
合征，占总人数的6%，并且年
龄介于15-45岁之间。互联网
成瘾综合征不仅能对人们心
理造成依赖，还会影响到人
们的身体健康。

据专家介绍，网络成瘾
与毒瘾、酒瘾、烟瘾等瘾症具
有一定的区别。后几种瘾是
通过物质的摄入改变了人体
的生物、化学结构，因此必须
采用药物疗法，而网络成瘾
的戒除除采用药物疗法外还
必须附以心理治疗。

为使广大成瘾患者彻底
摆脱网络的束缚，由本报和
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发起的
健康大讲堂之心理大讲堂决
定聚焦“网瘾”。讲座将于12

月25日(本周四)下午两点在
山东新闻大厦二楼齐鲁风情

厅举行，本期讲座特邀省精
神卫生中心网络成瘾科专家
刘炳伦担任主讲嘉宾。

现在，免费“抢座”热线
96706120已经开通，欢迎广大
读者积极报名。到场听众可
免费领取《生命周刊健康服
务手册》。

为能让更多读者参与讲
堂，本报还将充分利用全媒
体等手段，通过本报网站、微
博、微信等方式进行播报。广
大读者可以登录本报网站，
或扫描本报新浪微博、腾讯
微博、微信二维码等关注活
动最新进展。今后 ,《生命周
刊》健康大讲堂将定期举行。
欢迎广大读者持续关注，您
有什么关心的话题，也可拨
打热线向我们提供好点子。

据介绍，省精神卫生中心
于2006年成立网络成瘾治疗中
心。由专业博士采用国际、国内

最新研究的戒除网瘾方案，配
以独特的药物治疗及物理疗
法，注重心理干预、康复及个体
化治疗，形成一套科学的网络
脱瘾治疗和康复模式。

专家简介：刘炳伦，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家灾后
心理救援专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评审专家，卫生部、教
育部评审专家，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山东省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
家组专家等。第三届山东省预
防医学会免疫规划分会委员，
第十届山东省医学会精神病分
会委员。《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编委、《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
志》编委、《精神医学杂志》编委、

《中国现代临床医学杂志》常
务编委。山东省网络成瘾与
心理减压中心主任。

作为部队医院的体检中心，济
南军区第456医院体检中心是在空军
招收飞行员体检队基础上，于2000年
成立的，目前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
体检中心。医院专门打造了七千平方
米专用体检大楼，独立的体检大楼环
境温馨静谧，与医疗区完全脱离，杜
绝了医源性交叉感染。

一份体检结果是否真实精确，能
否给体检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健康指
导，主要取决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先
进的大型医疗设备，二是要有一支专
业的专家队伍。而在这两个方面，456

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无疑是佼佼者。
据456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张祚建

介绍，以空军招飞体检队专家为主，体
检中心成立了由院内外的技术人才和
专家组成的专业体检人才队伍，专业
分工清晰，工作作风严谨，体检服务周
到，确保了体检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在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使用上，
该中心所使用的设备均达到先进水
平，包括螺旋GT、数字化胃肠机、磁共
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其中，远红
外成像诊断系统(热CT)，可一次性从
头到脚进行全身筛查疾病，被称为

“无副作用的绿色体检”。这些大型医
疗设备的引进使用，为检测结果的快
速、准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变过去的被动治疗为现在的
主动预防，并进行系统、规范的健康
管理，才能真正为健康护航。”张祚
建主任表示，456医院体检中心目前
已形成集健康体检、健康维护、生活
方式干预、就医转诊服务于一体的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其中，“检后跟
踪服务”对体检发现的问题进行有
效追踪、干预和治疗，若有进一步诊
治需要，会主动提供转诊服务。

咨询热线：0 5 3 1 - 5 1 6 1 3 8 2 4
13869191645

关关节节吃吃饱饱 骨骨病病赶赶跑跑
骨头的营养:复合氨糖 低价领取12瓶

多年来，骨关节病痛(关节
肿、痛、变形、积液、僵直、增生、
骨刺等)导致患者活动艰难，最
令人头疼的是久治不愈，极易
反复！要么致残致瘫，给自己和
家人带来无穷困扰。

现在，一种“复合氨糖疗
法”在中老年和骨关节病痛人
群中广泛流传：吃“糖”能告别
骨关节疼痛。普遍反映吃这种

“糖”效果好，一周左右各种骨
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僵硬症
状明显减轻，开始恢复活动；坚
持服用一段时间后，疼痛、肿胀

等症状自然消失，关节部位不
再有“咔嚓”的摩擦声，医院检
查发现原来破损的关节软骨
已被修复，关节面完好无损、结
构正常，弹性和抗压性已恢复，
浑身有劲，关节灵活，活动自
如，弯腰、转身、走路、上下楼
梯、运动都是顺其自然的事。

大家所说的“复合氨糖”是
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
囊的简称，它是一种能促进关
节软骨生长的新型制剂，其包
含了氨糖、软骨素、有机钙三种
成分，三者联用可以加强抑制

关节组织中的多种炎症介质
和氧自由基的产生，抑制金属
蛋白酶活性及稳定溶酶体膜，
从而起到抗炎和镇痛的作用，
硫酸软骨素能加快硫酸氨基
葡萄糖渗入关节的过程，更能
有效地修复关节软骨、逆转损
坏软骨。其科学配伍、吸收好、
见效快，坚持服用百合康氨糖4

个月，对骨关节病就有显著的
修复作用，而且无副作用，有效
地抑制人体氨糖的流失并进
行补充，从而使关节软骨弹性
上升，胶原纤维复原正常状态，

进而达到修复软骨，润滑关节，
消除疼痛的作用，远离骨关节
病。

百合康复合氨糖适用于：
膝骨关节炎、手骨关节炎、足骨
关节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
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
颈椎病、股骨头坏死、椎间盘突
出、关节运动损伤等病痛。普及

“复合氨糖疗法”期间买14瓶送
10瓶，买9瓶送3瓶(每次不到2元
钱)。

治骨热线：4000-888-92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失眠 抑郁 精神分裂 就用美国专利产品
美国科研组经过十几年

的研究证实，在人类神奇的大
脑中，边缘系统的“海马区”
是最早生成发挥功能的部
分，管理着睡眠中枢、记忆中
枢、精神运动，情趣反应等，
由于压力大、环境污染、精神
打击等原因，使“海马区”血
供减少，海马区中的神经干
细胞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

时，海马区便会萎缩。人体就
会出现失眠早醒，多梦易醒，
情绪低落，自卑自闭，悲观厌
世，行为异常，敏感多疑，恐
惧强迫，幻听幻觉等症状。

美国专利消郁灵在美国
临床8年，针对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
惧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效
果意外惊人。不管病情有多

重，病史有多久，服用消郁灵
5-10天都有神奇效果出现。
轻者3个月可完全康复，重者
6个月就能摆脱疾病困扰，重
获健康生活。

美国专利消郁灵中国上
市10年，深受广大患者好评，以
神奇的效果为基础，康复了一
个又一个。很多患者面对鱼龙
混杂的产品都迟疑了，如何让

患者安心用药早日康复成了
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消除患
者顾虑消郁灵郑重承诺：买10

盒送5盒，真真实实治病，让患
者看得明白用得放心。

咨询热线：0531-80950193
400-665-3779(免长途费不占

线)

经销地址：华东大药房(济
南市大观园站旁)

死角拔毒新疗法 3盒治好肠胃病
每天前20名打进电话者 享受成本价特惠体验

胃肠病久治难愈，极易恶变
为癌肿。由于胃肠存在许多褶
皱，加上胃三小时排空一次，传
统片剂、胶囊、汤剂药物成分被
短时间内排出体外，很难深入胃
肠褶皱病灶。时间一久就形成

“胃肠死角”，成为致病根源，导
致胃肠病反反复复久治不愈。

近日，中华老字号慎德堂
“死角拔毒疗法”被爆出后，立

即吸引了无数胃肠病患者，不
管是几年还是几十年的老胃
病，老肠炎，只需30分钟，胃酸、
胃痛、胀气、打嗝、腹泻、便秘等
不适症状全部消失，保证药到
病除，且愈后不反复。

中医药研究院对其进行
了专项研究，结果表明，之所以
效果这么好，是因为特有的糊
状剂型顺着胃肠壁可以深入

到所有的沟壑、褶皱之中，像
“膏药”一样牢牢的黏附在每一
处受损的胃肠黏膜，其特效成
分能迅速拔除潜伏在死角的
所有病菌，再生新的胃肠黏膜，
促进自身有益菌生长，恢复胃
肠健康。药效可持续12小时，彻
底解绝药物难在胃肠停留的
难题。一药双方，治养同步，相
当于同时吃消炎药、止酸剂、修

复剂、健胃片、益生菌等多种
药。见效明显，不伤肝肾。据查
实，这种新疗法名为“云南糊
药”，已被列入保密配方、中药
重点保护品种，正式批准为国
药准字、OTC治疗型新药。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也可
到各地市指定药店购买，详情
请咨询: 0531-86552268、400-
0681277

手术后康复治疗
更重要
三分治疗、七分康复———
济南复元康复医院

如果说治病是救命的过程，术
后康复就是在保住生命的基础上提
高生活质量。但国内很多人把出院
当成治疗的句号，致使本可避免的
后遗症不断发生。据中国康复医学
会统计，仅在脑血管意外存活患者
中，积极康复治疗可使90%患者重
新获得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30%

患者恢复工作。不进行康复治疗，上
述两方面恢复者仅为6%和5%。

什么是康复治疗呢？
济南复元康复医院康复专家崔

贵祥指出，康复不是简单的等同于
按摩、推拿、针灸、理疗及简单的动
动胳膊动动腿，而是有着系统的理
论及众多技术方法使患者身体残留
部分的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达
到最大可能的生活自理，劳动和工
作的能力。康复治疗的最终目的是
使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济南复元康复医院作为全国最
大康复单位及山东重点康复技术诊
疗中心，独家引进国际先进“冲击波
复元疗法”、众多高精尖康复设备，
迄今为止，已经有上万名脑梗塞后
遗症、颅脑损伤后遗症、脊髓损伤后
遗症等患者重回家庭和社会。

更多脊髓损伤、脑瘫、心血管疾
病、骨折术后、(脑梗塞、脑出血、颅
脑损伤)后遗症等康复问题，请咨询
专家热线：0531-82621111

鸡眼 脚垫 干裂一抹消
俗话讲：“人老先从足下

老”。专家指出：脚底出现鸡
眼、硬垫、干裂使脚部经络循
环不畅，危害严重。
“香港易清足” 采用靶向生
物剥离技术，由2名生化博士、2

名医学硕士以及多位专家依
据古方结合现代医学共同历
时五年独创研制而成。它是一
种天然植物活性提取物，能迅
速穿透脚部死皮、硬茧，平衡皮
下营养，抑菌清毒，使之与正常

皮层自然分离，在7-15天左右
使鸡眼、硬茧等无痛自然脱落，
轻松祛除脚茧、脱皮、干裂、脚
气等手脚问题，恢复脚部健康、
完美。

咨询：0531-66960943(免
费送货)

经销：共青团路68-1号；
大观园华东；二环东路四世

堂；章丘永兴堂；济阳永康;商
河百姓 ;长清为民；济宁太东 ;

德州医药大楼三易;泰安神农；
新泰润康；聊城华源；莱芜太济
堂;菏泽曹州;郓城永华;枣庄康
维；潍坊颐卜生；淄博三康；临
淄百瑞；淄川恒源；烟台毓璜顶
本草；滨州康乐;临沂忠信堂;威
海益寿堂;青岛威海路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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