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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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祛除脚垫、脱皮、干裂、脚气等手
脚问题，恢复脚部健康、完美。

咨询：0531-66960943；经销：共
青团路68-1号；百馨堂(大观园北门
往西恒昌大厦)；华东大观园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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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华源济民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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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康乐 ;临沂忠信堂 ;威海
5281108;青岛威海路本善。

春季养护好呼吸道

首先要注意保暖，中医讲“肺主皮毛”，如果骤然减去太多衣
物，皮毛不固，极易降低人体呼吸道免疫力，使得病原体侵入：勤洗
手，注意开窗通风，让空气流通，上午通风的时间最好选择9-11点，
下午选择2-4点；春季气候十分干燥，适当地多喝水，让气道黏膜保
持湿润，以有效抵御病毒细菌的入侵；保持均衡饮食，注意劳逸结
合，调节情志。对于已确定过敏原的哮喘患者，需避免接触过敏原，
出门要戴口罩，并随身携带速效支气管舒张剂，以备随时急用。

患了胆囊结石究竟应该
怎样治疗？是一切了之，还是
保胆取石？这是结石病患者最
关心的话题。徐立友教授及其
团队进行了十余年的探索，他
认为，胆囊切除有诸多隐患，
国际医学界正形成共识，尽量
保留有功能的胆囊。

非洲姑娘求医只

为保胆取石

近日，济南市中心医院肝
胆胰外科医务人员与身在外
省的留学生小莱电话联系，经
过术后定期随访，患者至今康
复良好。

19岁的小莱是非洲科摩罗
人，2011年4月初，因右上腹疼
痛不适两个多月，得知肝胆胰
外科开展了“内镜微创保胆取
石术”，于是辗转来到济南，住
进了济南市中心医院肝胆胰
外科。小莱希望可以保留自己
的胆囊。徐立友主任为她系统
检查后，诊断为胆囊结石并急
性胆囊炎，胆囊功能良好，符
合保胆取石手术指征。

经过充分术前准备后，徐
立友主任为小莱进行了保胆
取石手术。术中取出大小不
等、形状不规则的结石19枚，均
有花生米大小。

据徐主任介绍，应用腹腔
镜联合胆道镜，在患者腹部打
3个小于1厘米的小孔，即可完
成手术。具有创伤小、手术简
单、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
等优点，既保留了有功能的胆

囊，又取净了结石，临床疗效
满意。

有功能的胆囊不

要“轻易放弃”

胆囊结石的往常治疗是
将胆囊一切了之。徐立友指
出，胆囊具有极为复杂和重要
的功能，是不可缺少和替代的
重要消化免疫器官。欧洲学者
研究发现，患结肠恶性病变的
病例中，不少都有胆囊切除病
史。

2001年11月开始，徐立友
主任在济南率先开展胆道镜
手术。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他从
成千上万个病案中探查规律,

寻求突破，探索出一整套成熟
的诊疗规范——— 应用腹腔镜
联合胆道镜对胆囊结石和胆
囊息肉患者治疗，并实现保留
完整胆囊及其功能。

“我们已成功实施该手术
4000余例，年龄最大者94岁，最
小者4岁；取出的结石最大直
径为5 . 1cm，最多者为1000余
枚。”徐立友说，这些患者的胆
囊都成功保住了。
很多人担忧患者术后复发率
问题，徐立友说，通过他们科
室4000多例保胆微创手术统
计，复发率在5%以下。

无症状胆结石勿

掉以轻心

许多人因胆结石无症状
便置之不理，其实，沉默的胆

结石更像体内的一颗不定时
炸弹，一旦发生结石阻塞胆囊
管，就会引起剧烈的胆绞痛或
胆囊积水。结石还可从胆囊管
进入胆总管，导致胆总管梗阻
性黄疸、化脓性胆管炎及胆源
性胰腺炎，甚至危及生命。

胆石病症状不一：一些不
合并急性炎症的胆石病，可能
出现右上腹或上腹区的隐痛、
闷胀不适、反酸嗳气、厌油腻，
也可能伴有右肩背部的隐痛、
酸胀等，部分病人会出现心前
区不适等类似于心肌缺血症
状。如果出现这些问题，最好
进行专业检查，排除胆石病。

学科带头人简介

徐立友，主任医师，教授，
硕导，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留学
欧洲归国专家，从事肝胆胰外
科工作30年。

现为内镜临床诊疗质量
评价专家委员会、中国医师协
会内镜医师分会、世界内镜医
师协会中国协会微创保胆专
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
普外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实验外科学组组长，山东省医
学会肝病分会委员；山东省医
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山东
省普通外科专业质量控制中
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
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济南医学会普外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2012年获由卫生部颁发的

“第8届中国医师奖”。济南市青
年专业技术带头人，济南市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济南市卫生
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济南市
卫生系统十佳文明卫士称号，
济南市医师协会常务理事，济
南专家协会会员，济南医学会
普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课
题《微创内镜保胆取石术的临
床研究》为济南市科技局留学
归国人员科研项目。

在省内首创并推广腹腔
镜、胆道镜、十二指肠镜三镜
联合手术治疗肝内外胆管结
石病，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山山东东省省老老年年营营养养研研究究会会成成立立

三叉神经痛：贴穴位真的治好了
济南张大爷患三叉神经

痛20年，发作时像刀割不能说
话吃饭，卡马西平吃了头晕不
敢站立，其间做次手术只管半
年就又犯了，苦不堪言啊！后
用【三叉神经舒筋贴】3疗程，20

年顽疾全好了，如今已6年不
复发。

专家点评：三叉神经与
太阳穴、阿是穴紧密相关。太
阳穴被称为“经外奇穴”，其
皮下又是三叉神经汇集点；

而阿是穴即痛点，该穴位通
过经络和脏腑相连，能将药
效输送全身，实为治病最佳
用药点。【三叉神经舒筋贴】
独含神经修复酶，通过太阳
穴、阿是穴外敷给药，药物靶
向修复三叉神经细胞，疗效
快速彻底。该疗法不打针吃

药不开刀，“穴位贴敷，靶向
吸收”，无副作用，实为治病
除根之良方。据悉【三叉神经
舒筋贴】已在济南经二路172

号真正医药总店(经二纬三)

畅 销十余 年 ，详 询 0 5 3 1 -
85883318。(现5送1，10送3，全省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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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脑鸣

影响寿命

4月2日，山东省老年营
养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会员大会在济南召开，在全
场百余名参会代表的见证
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领导
机构及成员。

目前，人口老龄化成为
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山东

省老年营养研究会专门聚焦
老年人群，强调“健康绿色”
地调理老年人的生活，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据介绍，山
东省老年营养研究会是全省
性非营利专业社会团体，以
营养科学为指导，组建会员
服务中心，旨在加强营养科

学研究，促进老年人健康长
寿。

研究会将会努力为会员
提供高效的服务和实际的帮
助，创办《四季养生》杂志，普
及营养保健知识。专门融合
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国家权
威性绿色有机食品企业、高

级营养师、保健养生专家等
有爱心的各界人士，定期举
办以传统养生、食品营养
为专题的研讨会，促进省
内外营养科学的交流与合
作，以及下基层巡讲、开通
咨询热线等多种多样的服务
措施。

静脉曲张

小心烂腿

静脉曲张早期往往不被重视 ,

患处青筋凸起 ,蚯蚓团状 ,继而出现
酸、胀、麻、凉等症,中期出现下肢养
分供应不足 ,导致皮肤紫黑、变色、
粗糙、瘙痒等 ,后期出现足部坏疽、
溃疡、烂腿甚至截肢。手术注射和常
规口服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肤立修凝胶”是根据怀药经典
验方“地黄膏”结合现代医学科技精
制而成 ,独含的血栓溶解酶能强力
化解血栓 ,修复受损静脉瓣膜 ,迅速
恢复血液回流 ,静脉曲张、脉管炎、
老烂腿均可放心使用。独特的外用
涂抹方法 ,无需手术,简单方便,一般
一个疗程 ,中重度2-3疗程即可；不
手术 ,不吃药,无痛苦及不良反应,尤
其对久治不愈的溃疡作用更佳。全
省统一服务热线400-0167-158；经
销 :东图大药房(东图大厦北70米路
东)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帕金森又称震颤麻痹，
是由于中脑“黑质”多巴胺神
经元受损、神经递质多巴胺
分泌不足导致的。

颤抖和僵直是其两大典
型症状，吃饭、喝水、穿衣、上
厕所统统受影响，有效消除
震颤和僵直是帕金森病人康
复的关键环节。

帕金森的传统治疗主要
采用外源补充多巴胺药物，
如息宁、安坦之类药物。这种
治疗只是一时控制症状，吃
上三五年，效果变差，也耐药
了，所以还得修复受损的多
巴胺神经元，让身体自己分
泌多巴胺，这才是正道。

掐断病根，根源修复神

经，轻松告别西药，告别颤抖
僵直

目前，我国帕金森病临
床治疗应用最广泛的神经修
复药物含三大修复神经的特
效物质“神经节苷脂GM、脑源
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及层粘
蛋白LN”，联合修复多巴胺神
经元，根源治疗帕金森病。

在全国各地临床运用已
经超过10年，临床验证，一般治
疗1-2疗程，震颤得到控制，肌
强直缓解，同时精神好转；2-3

个疗程，运动功能恢复，患者
基本实现自主穿衣、吃饭、上
厕所的能力，让广大病友最后
彻底摆脱颤抖僵直、告别西
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好消息：为迎接
“4·11世界帕金森病日”我康
复中心将于4月10日举行帕
金森病讲座，本次面向社会
仅发放10个名额，名额有限，
有需要的病友赶紧报名。

帕金森康复热线：0531-
86977360

帕金森:和颤抖僵直说再见
修神经，巧治帕金森，拒绝没完没了的西药，彻底告别颤抖僵直

双双镜镜联联合合施施术术 微微创创保保胆胆取取石石
——— 济南市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专家徐立友教授谈“保胆取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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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友教授作为访问学
者在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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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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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3 1 -
80950193 4006653779(免长
途费)

经销地址 :华东大药房
(济南市大观园站旁)

顽固性失眠 抑郁症 精神障碍用美国消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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