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调料具有降糖等保健功效：桂皮，富含的
植物营养素能减轻炎症，并通过降低胆固醇和加速新陈代谢来促
进减肥；孜然，对抑制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效果也很好，适量使用
能降低血糖和胆固醇。小茴香，含有的茴香烯酸能阻断人体中的几
种致炎因子，并起到抵御癌症的作用；大蒜，大蒜对心脏健康有好处，
还能防止人们患上癌症。姜，姜是抵御糖尿病和高血脂的完美食物，
首先它能促进热量的燃烧，其次能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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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料能平衡血糖

1100年年素素味味人人生生，，血血液液干干净净得得像像年年轻轻人人

牛皮癣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热
点，传统的激素、膏药、泡浴、光疗等
治疗手段，停药就复发，时轻时重，
反反复复。

山东边防总队医院牛皮癣治疗
中心专家组，多年来联合国内外皮
肤病学、基因学、免疫学有关专家共
同研究与探索，已成功运用自体细
胞激活再生疗法，成功治愈万例牛
皮癣患者，外病内治，无须忌口。

预约热线：0531-88551120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59-3号(政
法学院东门)

自体细胞与牛皮癣

中国抗癫痫联盟权威专家组来鲁会诊

全省征集300名难治性癫痫患者
本报讯 自3月1日“2015中

国抗癫痫联盟专家组会诊”暨
“II代脑神经因子抗癫体系”推
广活动启动以来，成绩喜人，受
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患者反
响强烈，已有283位患者率先通
过专家组会诊。

此次会诊权威专家云集，
经验丰富，技术领先。张宇振、

刘军生、吕素连、崔玲教授等北
京与我省癫痫病权威专家亲
诊。“中国癫痫学脑电图诊断第
一人”张振宇教授从事癫痫科
研、临床工作30多年，擅长辨证
施治各种癫痫疾病；“国内癫痫
学科带头人”刘军生教授从事
癫痫临床工作40多年，擅长各
类久治不愈癫痫的诊断与治

疗。其首创的“II代脑神经因子
抗癫体系”，立足病根，技术领
先，疗效确切，深受患者的一致
推崇！该技术可完全摆脱癫痫
长期药物依赖性，在癫痫诊疗
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只需一次
精准检测，1-2疗程的治疗即可
控制癫痫病，结合康复巩固，使
久治不愈的突发型癫痫、多发

型癫痫、久治不愈型癫痫、疑难
型癫痫得到彻底治愈。

应患者要求，现向全省
再征集300名难治性癫痫患
者到专家组会诊，患者可享
受1000-5000元援助，贫困患
者经申请可得到补助1000元，
前5名预约患者可免费获赠
癫痫治疗仪一台。会诊预约
电话：0531-82952611温馨提
示：会诊每日仅限15名，名额
有限，患者请提前1-2天通过
电话预约申请。

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 精神障碍用美国消郁灵
美国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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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遗传、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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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天都有神
奇效果出现。轻者 3个月可
康复 ,重者 6个月摆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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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一个
又一个患者。现打进电话可
与专家交流,大量康复详实病
例提供参考。郑重提示 :消郁
灵买10盒送5盒 ,服用后对效
果不满意 ,厂家跟踪服务到
底,不让患者花冤枉钱。

咨询热线:0531-80950193

经销地址 :华东大药房
(济南市大观园站旁)

本报记者 徐洁

朴素的土豆、鲜灵的西红
柿、黄嫩嫩的白菜，少油少盐地
炒制后，端上孙静老两口的餐
桌，伴着大米、小米、绿豆、红
枣、黑米、百合熬成的杂粮粥，
就是一顿午餐了。10年来，73岁
的孙静只吃素、不吃肉，特别是
去年犯过胰腺炎之后连牛奶
都戒了。

对于她以及众多素食者
来说，吃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需要，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态
度。

五谷与青菜

拼成的餐桌

孙静的厨房是五彩的。装
有绿豆、红豆、莲子、燕麦、黑
米、扁豆、红枣、葡萄干等杂粮
果干的罐子大小不一，安静地
陈列在柜子中，那边窗台上，杏
仁粉、五谷粉、枸杞、大枣等也
装在罐子中，整齐排列。五谷的
聚集让人感到充实。

早上，孙静通常以半根蒸
山药、一小把枸杞、3-5颗枣、2-
3克西洋参开始新的一天，随后
还要喝一小碗五谷粥，五谷粥

由黑米、黑豆、黑芝麻、芡实、薏
米、红豆等各种粮食磨成面后
开水冲调，这些要赶在上午9点
以前吃完，因为这段时间肠胃
吸收最好。

中午，孙静通常以各种素
炒菜为食，比如白菜豆腐、萝卜
豆腐、香菇油菜、菜花，加点胡
萝卜、土豆、地瓜等薯类。虽然
都是素菜，孙静仍坚持少油少
盐，口味清淡，有时会加点西红
柿调味。

十多年前，孙静最爱吃海
鲜，扇贝肉能吃一大碗，各种鱼
虾都不拒绝，有时也吃些瘦肉。
有一次去青岛，孙静吃过海
鲜后，身体严重过敏，呕
吐不止，从此她彻底断了
对海鲜的念想，此时她觉
得她与素食的机缘到了。

长期茹素，味

觉、嗅觉会改

变

刚开始茹素，
孙静还是吃蛋和
奶的。去年2月，为
了宴请澳洲来的朋
友，孙静破例吃了
一顿日本料理，许久未犯

的胰腺炎发作且来势汹汹。孙
静说，吃素久了，突然吃进海
鲜，身体也不适应了，这一次她
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出院后，孙静连蛋和牛奶
都戒了，只吃青菜与五谷杂粮，
除了出院时喝过几服汤药再
没服用过任何药物，也从不吃
各种保健品，只是偶尔吃点喜
欢的点心甜食。

毕竟年过七十，孙静说，家
人常担忧她营养不良、贫血、缺
钙，而她确实不贫血，也不缺
钙，一年四季极少感冒，但彻底

吃素之前，每
到冬天，气

管就不好，腰也爽利，工作的时
候有时腰痛得走不了路，许多
次都是被同事背上楼的。

前不久，孙静到医院复查，
血液化验各项指标基本正常，
与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成反比
的血清载脂蛋白A1略高于正
常值。医生夸赞她：“血液干净
得像年轻人一样。”

长期茹素，味觉、嗅觉也会
改变。孙静说，除了偶尔想吃点
甜食，荤食她想都不会想，到了
超市菜市场，肉铺鱼摊绕着走，
血腥的味道让人难受，而即使
到了素食餐厅，仿制的肉食她
也绝对不会点，因为身体真的

不再需要。
（文中人

物为化名）

文/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剂科
王婷

笔者在眼科医院的门诊药房工
作。平时经常有患者拿着两三种眼
药水询问：“这几种眼药水能一起滴
吗？”其实，点眼药水看似简单，里面
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问题。

点眼药水前，首先要洗净双
手，患者取坐位或卧位，头向后
仰。一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患眼
的上下眼睑，或用食指拉下下眼
睑，患者眼球向上转，另一只手持
眼药水瓶，在距离眼球1厘米左右
的地方滴下眼药水，使之进入下
穹窿部（即下睑结膜与眼球交界
的凹陷处）。用手轻提上眼睑，使
药液充满整个眼结膜囊。然后用
洁净的手绢或纸巾拭去多余的药
液，闭目休息一会儿。一般每只患
眼点 1～ 2滴眼药水即可。如每天
需多次用药，则应该在一天内尽
量平均分配点眼时间。

点眼药水时，瓶口切勿触碰
眼球、眼睑及睫毛等处，以免造成
污染。滴药前应仔细检查药物有
无变色、浑浊或沉淀现象，有则弃
之不用。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眼
药水时，点完一种应先闭目休息
一会儿，间隔5分钟以上再滴另一
种眼药水，以利于药液的充分吸
收，并防止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而
影响药效。

眼药水一般储存于阴凉避光
处。如果已经打开，也可以放置于冰
箱的冷藏室，开封后尽快用完，以免
药品变质而影响疗效。

小常识

滴眼药水

学问大

1 .读者：母亲80岁了，去
年患上了湿疹，主要在手上
和脚上，非常痒，经常反复发
作。问下能否根治？生活中应
该注意哪些方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
科主任张春敏：湿疹是一种
过敏性的皮肤病。与手足癣
相比，手足湿疹常发于手背、
足背，呈现多种形态，对称分
布，易渗出。发病原因不一而
足，找到发病的原因非常关
键，如果能查找到过敏原再
加上规范治疗，是能治愈的。

有许多家庭主妇，由于
常年做大量的家务,经常接触
不同种类的洗涤剂,双手容易
患上湿疹。因此，生活中应该

尽量用清水洗手,避免过多接
触肥皂、洗洁精、沐浴液等洗
涤用品。即使只用清水 ,过于
频繁洗手也容易造成一定的
过敏反应 ,引起湿疹等皮肤
病。因此,洗手次数要适度，洗
完应立即擦干，不过，有的只
是接触性皮炎，并非湿疹，还
需要医生来鉴别。

湿疹遇“冷、热、湿”等刺
激容易加重，如冷水刺激。湿
疹常伴有瘙痒症状,一些患者
感觉到痒了就喜欢用热水烫,

感觉能缓解 ,这是一个误区 ,

热烫只是暂时压住了痒的感
觉,但是对湿疹却是一种不良
刺激，过后会加剧症状。此
外，还应当少去抓挠，过度抓

挠会加重湿疹。
具体如何用药，还是建

议患者到医院做真菌检查及
斑贴实验检查，由医生根据
病史、皮损形态等查找病因，
有针对性地规范治疗。

2 .读者：我习惯早餐做五
谷杂粮米糊时加入枸杞，但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孩子吃？
还有，体质阴虚者适合吃枸
杞吗？

山东省中医院儿科副主
任医师张桂菊：枸杞性平味
甘，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
目、润肺的功效。枸杞药食同
源，有滋补的功效，体质适合
的话，可以作为保健食品长
期食用，孩子也是可以吃的，

尤其适合体质瘦弱、先天不
足的孩子，中医讲这类儿童
一般体虚、出汗多，个头也比
同龄的孩子偏矮，但也有的
孩子不适合吃枸杞，比如体
质偏内热的孩子，一般表现
为肚子经常发胀、便秘、舌苔
厚等。具体每天吃多少合适
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要根据
年龄、体质等，向中医师咨
询。此外，体质阴虚的人也是
比较适合吃枸杞的。

如果您有关于疾病和健
康的任何疑问,请将问题发至
电 子 信 箱 : q l s h e n g m i n g @
163 .com,或拨打96706120热
线电话。我们将竭力帮您解
答。 (徐洁)

我来帮您问

儿儿童童适适合合食食用用枸枸杞杞吗吗？？

征稿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
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从中有
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
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
说医》！

《我来帮您问》：架起与名
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
康支招。

来稿请洽：qlshengming@
163 .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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