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部为诸阳之汇，以牛角梳梳理头部可以助阳气生发，没有牛
角梳的话，手指甲就是最好的替代品。每天早起以手指甲从前发际
梳到后发际一百遍，坚持下去，自会发质光亮，还会助黑发生发、神
清气爽，并且对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神经衰弱有一定的效果。
春天肝气生发，肝在情绪主怒，所以很多女士会在近期出现火气渐
长，“爆发”指数增加，应注意调控情绪，多听笑话，多看喜剧，保持
情绪通畅，让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头，并顺势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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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梳头助阳气生发

八成以上妇科病

可用微创手术治疗

不孕不育可中医调治 更年期不适别强忍

省省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专专家家谈谈妇妇科科疾疾病病
3月21日，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主办的“2015妇科微创手术治疗新
进展学术研讨会暨2015山东妇科微
创手术培训班”在济南召开。本次大
会吸引省内外多名妇科专家参会，
并作主题讲座和现场演示，受到与
会代表欢迎。

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刘建华教授
介绍，目前妇科微创手术主要包括
腹腔镜、宫腔镜、消融术、经自然腔
道手术、介入手术等。与传统妇科手
术相比，全新的妇科微创疗法的特
点是不需开刀、创伤小、手术时间
短、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当前
妇科微创手术对80%-90%的妇科疾
病都适用。”刘建华教授表示。

研讨会上，来自上海、济南、青
岛的专家现场演示了“射频消融刀
子宫肌瘤术”、“多能多卵巢囊肿消
融术”、“阴式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等
妇科微创手术。山东省警官总医院
将定期举办专家讲座和义诊等活
动，普及相关妇科微创手术的知识
和技术。 (本刊记者)

妇科疾病与女性健康息
息相关，然而由于认识不足，在
妇科疾病的诊治方面也较为
极端，有的病急乱投医，有的则
不重视治疗。山东省妇幼保健
院(山东省妇产医院)对妇科常
见病、疑难病、多发病的治疗形
成了完善的治疗体系，专家提
醒，妇科疾病别忽视，应及早进
行规范诊治。

内分泌治疗凸显

专科优势

据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妇
科宫颈门诊主任郝宝珍介绍，
妇科内分泌疾病涵盖的范围
比较广泛，主要有五大类：月
经类疾病，包括异常子宫出
血、闭经、痛经、经前期综合
征、多囊卵巢、高泌乳素血症
等；绝经期相关疾病，包括更
年期综合征、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等；性发育疾病，包括两
性分化异常、性早熟及性发
育迟缓以及性功能障碍等；
内分泌相关肿瘤，包括葡萄
胎、绒癌、垂体瘤等；以及和
生育有关的疾病。目前每周
三全天由知名妇科内分泌专
家李继俊教授坐诊，医院还将
于近期成立专门的内分泌专

科门诊，更好地实现专病专治。

门诊沟通提升防

病意识

“对妇科内分泌问题来
说，保健大于治疗。”郝宝珍
介绍说，目前妇科内分泌门
诊日接诊量为40人左右，其
中就有不少患者延误就医。
郝主任解释说，长时间不来
月经会导致子宫内膜问题，
一些不正常的阴道流血也可
能带来其他隐患，都需及时
诊治。“有些月经异常可能由
生活环境、情绪及工作压力
导致，消除这些因素，是疾病
恢复的关键。遇到这样的患
者，我们会详细地解释疾病
形成的原因。”郝主任说，门
诊沟通是他们在疾病治疗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让患者明
白内分泌疾病的原因，以及
治疗后达到的目的，才能让
患者意识到及早治疗的重要
性，并且能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让患者成为最大的受益
者。

宫颈病变规范化

诊治

省妇幼保健院采用国际
公认的宫颈癌筛查金标准

“TCT+HPV”联合筛查，既减
少了漏诊也避免了过度诊
断。明确诊断后给予相应的
治疗，将疾病控制在萌芽状
态，为此科室开展了阴道镜+

宫颈病变组织活检+专业的
病理诊断，以及宫颈LEEP手
术、宫颈锥切术等。同时科室
工作人员对患者的管理下功
夫，不能看完这次就不管了，
对患者信息及病情定期进行
梳理，对需要随访的患者及
时电话沟通，督促其完成随
诊，让患者彻底远离宫颈癌。

更年期健康管理

门诊

激素替代疗法可有效缓
解更年期相关症状，并起到预
防绝经相关疾病的作用。许多
人一听到“激素”两个字就敬而
远之，郝宝珍主任指出，正确使
用激素治疗的关键是严格掌
握其禁忌症、慎用症、用药方式
和剂量。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
强调“综合”，不单注重临床症
状的改善，更注重提高病人的
生命质量，达到身心的综合健
康。除激素替代及其配套药物
外，还需考虑科学饮食营养管
理、有害环境物质预防、运动定
量指导、康复治疗、生活习惯指
导以及精神心理辅导等综合
措施。

咨询热线：0531-68777229
QQ：207531172

中西结合强化中

医妇科门诊

在妇科疾病的治疗方面，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
门诊突出中医特色，结合现代
诊疗手段，从病因病机方面入
手探求有效的中西医结合治
疗。中医妇科门诊在不孕不育、
卵巢早衰、卵巢功能减退、多囊
卵巢综合征、卵巢囊肿、先兆流
产、流产不全、胎盘植入、月经
失调、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
盆腔炎、乳腺增生、黄褐斑、痤
疮及男子少精、弱精、精液不液
化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

近年来，省妇幼保健院中
医妇科门诊开展了多项特色
诊疗。在妇女保健、孕产保健方
面有着独特优势，形成了一整
套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内
外治结合的方法。这种结合并
非简单的中药加西药治疗，而

是将现代医学手段和中医理
论、中医诊疗方案的有机结合。
据悉，我省中医妇科知名专家
李克勤教授于每周四上午在
省妇幼坐诊，进一步提升了
该院中医妇科门诊的技术实
力。

中医助孕：省妇幼中医
妇科门诊专家耿伟指出，不
孕不育的原因很多，在明确
诊断病因的前提下，对症运
用中药调理，帮助孕卵着床、
长子宫内膜、促卵泡发育，可大
大提高受孕率。“我们治疗的反
复试管婴儿失败、月经量少、子
宫内膜薄、多囊卵巢综合征、不
排卵或卵泡质量不佳等原因
导致的不孕患者，都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在先兆流产、习惯
性流产等方面，省妇幼中医妇
科门诊同样有着鲜明的治疗
特色，因其保胎安全可靠及疗
效显著而广泛应用于临床。

改善卵巢功能：对卵巢功
能下降、卵巢早衰患者，中药从
根本上补精益血、填精益髓，从
而提升卵巢功能，激活卵巢反
应，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中药流产和保胎：对流产
不全、胎盘植入等情况，可配合
内用或外用中药达到流产的
目的，使病人免受再清宫之苦，
避免机械损伤子宫内膜，同时
避免形成宫腔粘连及不可逆
的月经量减少。“药物流产是很
多女性都会选择的方法，必须
掌握药物流产的最佳时间和
全过程，将危险性降至最低。”
耿伟提醒说。

中药调月经：对痛经、月经
失调、闭经、输卵管疾病、卵巢
囊肿等采用独特中药配方，取
得明显效果。

改善精子质量：男子少弱
精、精液不液化，运用中药可改
善精子质量，提高精子活率及
活动力，大大提高受孕几率。

咨询热线：0531-6877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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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肺癌癌成成山山东东致致死死率率首首位位癌癌症症
近日，由中国抗癌协会

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
(CSCO)主办、阿斯利康协办
的中国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
疗十年高端峰会在南京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七百余
位肺癌领域专家和媒体代表
参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
山东省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3年我省有14万人死于
恶性肿瘤，死亡率居前三位的
分别是：肺癌、胃癌、肝癌。

“根据医院住院部今年一
季度对住院人数的对比,一些
科室比去年同期增长66%,这是
一个让人震撼的数字。这个数
字的背后有三层含义,一是肿
瘤患者人数增加；二是我们实
施早诊、早治的肿瘤预防体系

发挥了作用；三是国家一系列
惠民政策使更多的患者看得
起病了。”山东省肿瘤医院副院
长、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
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委员王
哲海教授表示。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临
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梁军教授告诉记
者，肺癌的发生与许多因素
有关，比如环境因素。“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九成以上肺
癌患者是烟民。因此广大烟
民更应重视健康体检，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止
肺癌的有效方法之一。”梁军
教授表示。

在加强控烟和癌症防治

方面，南京军区总院肺癌诊
治中心主任宋勇教授强调：

“对于高危人群，千万不能忽
略肺癌的六类早期症状：一
是顽固性刺激性干咳，与平
时慢性支气管炎的咳嗽不
同，这种刺激性咳嗽经常规
抗生素治疗不能减轻；二是
间断性咳血痰或痰中带血丝
是肺癌常见的首发症状；三
是咳嗽伴有短期内明显体重
下降；四是咳嗽伴有喉部哮
鸣音、胸闷、气促；五是咳嗽
伴有大量泡沫痰；六是原因
不明的中低度发热。”

与会专家表示，2005年，随
着吉非替尼分子靶向类药物
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非小细胞
肺癌治疗正式进入靶向治疗

时代。梁军教授介绍：“分子靶
向药物的出现，使基因突变的
晚期肺癌患者可在被诊断初
期就选用比化疗更有效、耐受
性更好的靶向药物治疗方案，
可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
生活质量。”据了解，十年来，已
有20万余名中国患者通过分子
靶向治疗获益。

此外，与会专家指出，各
级政府、学会协会、医疗机
构、制药企业等应携起手来，
以多重创新形式，将靶向药
物尽快纳入医保，切实减轻
患者疾病治疗经济负担。目
前，我省仅青岛已将靶向药
物纳入医保。

(本刊记者 宿可伟 左
琳琳)

自体细胞与牛皮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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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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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期期脑脑鸣鸣 影影响响寿寿命命

脑鸣是脑细胞缺氧、脑
髓空虚后形成的一种类似蝉
鸣、虫蛀、电流一样的响声,中
医称之为“髓虚空鸣”,令人非
常烦躁，不及时治疗会导致

失眠多梦、头晕、心烦气短、
记忆力下降等,更有甚者睁不
开眼睛、吃不下饭 ,让人痛苦
不堪。专家提醒 :长期脑鸣,会
导致高血压、脑垂体引发的

性功能障碍、脑动脉硬化以及
脑萎缩等疾病。因此脑鸣一定
要抓紧治疗,千万拖不得。

目前国内首个针对脑鸣
病因研制的产品脑鸣康胶囊
已正式上市,它以雪域高原的
红景天为主要原料,利用高科
技提取出“脑髓生长肽”和

“神经修复酶”,增加脑髓细

胞 ,改善脑细胞缺氧状况 ,从
而有效远离脑鸣。一般1-2个
疗程即可；告别脑鸣 ,一身轻
松!据悉脑鸣康已被我省东图
大药房 (东图大厦北80米路
东)率先引进 ,具体可拨打服
务热线400-633-7638详细咨
询 ,省内可免费送货 ,货到付
款。

老便秘———

盛赞食疗古方

便秘堵塞肠道，大量腐败毒素
侵害全身，诱发加重各种急慢性疾
病。芦荟、大黄、番泻叶等泻药，损害
肠道神经，导致肠病变。泻药伤身、
便秘烦恼，怎么办？

高效安全的食疗通便产品“御
品膳食通”，让老便秘体会到难得的
舒心畅快的排便，解除了心腹之患。
用过的老便秘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
拇指，御膳通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地传开了！

御膳通源自清代宫廷御用古
方，古方以黑豆皮、马齿苋、芹菜叶、
山楂、海藻、金银花、菊花、绿茶八种
天然药食成分，和胃健脾，修复养护
肠道，形成蓬松滑爽大便。现经科学
调配，又加入高浓缩膳食纤维和低
聚果糖，故效果更佳。在北京成功研
制生产，绝无大黄、番泻叶等泻药危
害，老幼孕皆可安全服用。

老便秘体验：仅需晚餐后服几粒，
清晨即可轻松畅快排便，一解便秘烦
恼！“三个一”的效果经得起检验：服用
一天即可轻松畅快排便，一周可规律
排便，一个月逐步修复肠道自主排便
功能，服用量逐步减少，通便效果越来
越好，两个周期彻底解决便秘困扰。

膳食通山东客服中心：大观园
东图大厦727室 淄博众心 潍坊
庆海药店

咨询电话：400-0708-928 (外
地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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