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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浮肿
是大病

水肿、浮肿、腹水是心衰、肾衰、
肝硬化、尿毒症、恶性肿瘤的早期。
因该病没有任何感觉，许多人不知
道家人和自己所承受风险、而延误
了最佳治疗时期。许多人为此过早
的失去了生命而后悔莫及。传统治
疗多以利尿为主、只能暂时缓解而
很难治愈、且强烈伤肝肾。导致恶性
循环、越治越重。

专治水肿、浮肿的特效药，经全
国多家大型医院临床验证，无论多
严重浮肿、水肿、腹水都可以快速起
效，且不损伤脏器、无毒副作用。一
般当天见效，2——— 4个疗程后逐渐
恢复。主治：头、面、四肢，小腿浮肿、
尿少、肿胀不消、糖尿病、高血压、脑
水肿、腹水、癌水肿、无名水肿等。

专家咨询：400-668-7978

免费发货、货到付款

运动后狂喝饮料易得心脏病

运动后大汗淋漓，总少不了来几瓶功能饮料狂饮不停。殊不知，
运动后狂喝饮料有时却会惹来心脏病这个大麻烦，青少年的危险系
数最高。英国《每日邮报》网站近日刊文指出，运动前后饮用功能饮料
有可能引起心脏病，很多看起来健康的青少年，在运动前后饮用含大
量咖啡因的功能饮料可能会引起突发心脏病或者心率不稳。有潜在
心脏病者则危害更大。为此，专家建议，大多数健康青少年每天饮用
功能饮料的量应不超过250ml，并且不要在运动前后饮用。

显显微微镜镜下下，，““精精确确制制导导””泌泌尿尿男男科科疾疾病病
——— 山东东方男科医院马波院长谈泌尿男科疾病微创疗法

20日下午，在山东东方男
科医院的病房，25岁的小孙在
笔者面前轻轻的蹦了几下，借
以舒缓一下心情和向笔者表
达他现在的恢复程度。

“郁闷了3个多月了，阴囊
潮湿，睾丸坠胀，并不断向腹
股沟和后背放射疼痛，还以为
自己有性病了。”小孙说，三个
月前，因年终客户接待，有过
一次不洁生活史，之后便出现
了上述的症状。“正好赶上春
节，难受的不行了，看着家人
在一块热闹，心里都绝望到极
点了。”

在了解到，山东东方男科
医院在为病患提供诊疗服务
方面一直走在省内前列，便在
网上预约了该院专家的门诊
号。

山东东方男科医院唐顺

平主任在了解了小孙的病情
后，以“精索静脉曲张”的诊断
基本打消了小孙的疑虑。唐主
任建议小孙立即采用显微微
创手术治疗，创伤小、恢复快，
仅需三两天时间就能恢复，否
则对生育会有严重影响。

在完成了各项入院手术
的检查报告之后，小孙被通知
准备进行显微精索静脉高位
结扎手术。手术采用外环下切
口，在显微镜视野下，手术医
生找到输精管和睾丸动脉后，
予以保护，仔细分离精索静脉
后逐一结扎切断后，进行组织
缝合。

术后第二天，小孙明显感
到坠胀、放射痛烟消云散。

“显微镜的光源更为恒定
明亮，能够放大手术视野使之
更加清晰，立体感强，能更好

的分辨神经、血管分布，显著
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山东东
方男科医院马波院长表示。

马波院长多次参加国内
外组织的各种大型泌尿男科
学术会议，他表示，欧美国家
已广泛开展泌尿男科的显微
手术，显微手术的经验和临床
效果已经广泛得到验证。

山东东方男科医院一直
把强化院内技术与国内外接
轨为医院发展目标，自2014年8

月引入微创技术以来，已经有
300多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
输精管吻合、输精管附睾吻合
术和前列腺增生等泌尿男科
疾病患者在此完成手术。

泌尿男科手术在人体的
腔道或敏感部位进行手术，在
显微镜下，患者的解剖结构被
放大，显得更加清晰，同时具

有立体感，更有利于外科医生
精确地进行解剖、游离、切开
缝合等操作，有肉眼下常规手
术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和手术
效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动
脉、输精管等正常组织器官损
伤的风险，缩短手术时间，减
轻了患者的痛苦。

更多男性疾病显微手术
治 疗 问 题 请 拨 打 0 5 3 1 —
82988882或直接登录山东东方
男科医院官方网站h t t p : / /
www.82987977 .com/进行咨询。
或扫唐主任二维码进行交流。

山东耳鼻喉“齐鲁名医堂”

即将挂牌

据悉，山东首家耳鼻喉
“齐鲁名医堂”于5月正式挂
牌亮相。据了解，这个省内
首家由耳鼻喉名医组成的
诊疗机构由来自仁品耳鼻
喉医院、齐鲁医院、省立医
院、济南市中心医院等医院
的耳鼻喉专家组成。

耳 鼻 喉“ 齐 鲁 名 医
堂”将严格按照国家公立
医院专家会诊操作流程，
让患者在这里可以真正

享受到国家三甲医院的
医疗服务水平。省内首例
开展球囊扩张手术的专
家张华连院长、郑茂华主
任助阵“齐鲁名医堂”，另
外还有原山东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孙
桂云、原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护理部主任仲秀荣，她
们多年丰富的临床护理
经验充分保障了“齐鲁名
医堂”的整体服务水平。

济南六一儿童医院被确定为

历城区贫困残疾

儿童康复定点机构

近日，济南市历城区残疾人联
合会将济南六一儿童医院确定为

“历城区贫困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定
点机构”。历城区领导及人大代表
一行先后来到济南六一儿童医院
考察参观，对医院软硬件实力大力
认可。

济南六一儿童医院是是北京
胡亚美儿童医学研究院山东唯一
科研临床基地。医院以发育行为儿
科为重点，专注于儿童多动症、抽
动症、自闭症、智力障碍等疑难杂
症的诊治。

据了解，作为定点机构，医院
将对具有济南常住户口，诊断明
确，家庭困难的，符合条件的0—6周
岁脑瘫儿童、智力残疾儿童、孤独
症儿童等(特殊情况下救助年龄可
放宽到9岁)进行救助，每人每年补
助训练费3000~12000元。 (晓燕)

北京肛肠专家“五一”

济南亲诊

为了解除更多肛肠病患
者的困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肛肠科主任医师王晏美教授
于5月1日-2日(本周五、周六)

在济南肛肠医院亲诊、手术。
据了解，王晏美教授系北

京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
安氏疗法创始人之一，北京中
医药大学教授，卫生部“十年
百项”计划肛肠病推广项目负
责人。擅长采用微创疗法治疗
各种痔疮、肛裂、复杂和高位

肛瘘、肛周脓肿、顽固性便秘、
溃疡性结肠炎、肠息肉、肛周
湿疹等肛肠疾病。

据悉，通过电话网络预约
报名或直接到济南肛肠医院
(济南市英雄山路87号)就诊的
患者，可点名王教授亲诊、手
术，并可享受专家挂号费全
免、会诊费全免、肛门镜检查
免费(原价50元)、微创手术减
免500元。

(深海)

华海白癜风医院开展“五一”公益救助活动
作为全国同行业首家二

甲中医专科医院，为体现医疗
机构的公益性，华海白癜风医
院把开展“五一”、“五四”纪念
活动与切实为劳动者、青年人

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
起来，特别推出了“美丽红五
月、约惠在华海”回馈劳动者、
青年患者的公益救助及大型
治疗优惠活动。

具体内容包括：5月1日至5月31

日，免费救助5名面部患病的
青少年患者，报名患者需持相
关部门贫困证明；为五一期间
前10名来院就诊的患者提供

3000元治疗优惠；为100名青少
年及青年患者提供参观体验、
免费试治机会；5月1日至5日，
所有来院就诊的患者一律免
挂号费用。另外，活动期间，来
院就诊的患者还可报销单程
的车票费用。患者可通过拨打
400-6567-178咨询报名。

关注多动症、抽动症 清华附属二院教授来济会诊
5月2日，北京清华大学

附属二院儿童发育行为科主
任张英教授亲临济南，为广
大多动症、抽动症家长现场
解答关于儿童多动症、抽动
症的种种疑问。对于久治不
愈的多动症、抽动症儿童，张
英教授将与北京胡亚美儿童

医院研究院副院长王廷礼教
授共同问诊。北京胡亚美儿
童医院作为国内权威儿童多
动症、抽动症、医学研究机
构，在多动症、抽动症的诊疗
方面有巨大的软硬件优势，
有需要向两位教授咨询的专
家，可拨打0531-66666120预

约。
“五一”公益救助，助力

抽动症、自闭症、智障儿童
作为张英教授济南之行的医
疗定点单位，济南六一儿童
医院在“五一”期间，对多动
症、抽动症、自闭症、智力障
碍儿童进行援助，其中生物

治理费援助30%，其他治理
费援助50%，凭预约张英教
授信息可享受免费测评。时
间为2015年5月1日-5月3日。
所有援助费用由“六一天使
基金”承担。有需要者可拔打
电话0531——— 66666120申
请。

近日，一种治疗白内障
的新方法首次在我省亮相，
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既不
用打针吃药，更不用手术开
刀，只需睡前轻轻往眼睛里
一点，就能康复白内障，恢复
清晰视力。

这种叫做退障眼膏的新
药，由著名眼科专家金世勋

教授潜心九年研制出来的专
业治疗白内障的新方法———

“双蜕退障疗法”。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白

内障主要是由于眼组织缺少
“双蛋白酶”，导致在代谢过
程中产生的变性蛋白无法及
时分解排出，附着在晶状体
表面所形成的，是眼睛发病

的主要原因。
退障眼膏是从“冰蛇”蛇

蜕和“雪蝉”蝉蜕中提取的高
活性“双蛋白酶”和脂溶性小
分子药物，完全渗透进眼球
组织内，快速溶解变性蛋白、
自由基等眼毒素，打通排毒
通道将眼垃圾排出，实现眼
病自然康复。同时激活角膜
细胞，促进角膜更新，修复

“血眼屏障”，防止眼病复发。
对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
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等眼病
的有效率极高，无复发。国家

药监局将退障眼膏批准为国
药准字号新药 (批准文号：
Z 2 1 0 2 0 5 2 3 )，并授予甲类
OTC，同时列入“国家中药
重点保护品种”。

特别消息：“中华光明工
程”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已经
来到我省，【退障眼膏】是本
次活动的指定救助药物，可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也可到
各地市指定药店购买，广大
眼 病 患 者 可 拨 打 0 5 3 1 -
86990609、400-6968369详细咨
询。

白内障新药在我省首次亮相
眼病患者无需打针吃药、手术开刀

本报济南4月27日讯（记者 李
钢） 4月26日，“小儿双金清热口服
液抗菌抗病毒基础研究及临床疗效
观察”科技成果鉴定会举行。该课题
依托山东中医药大学牵头建设的

“山东省高等学校中医药抗病毒协
同创新中心”，历经近三年时间完成
研究，研究发现，该药物对呼吸道感
染类疾病常见细菌和病毒、手足口
病致病病毒柯萨奇B3及EV71有较
好的抑制作用，药物里的总黄酮、总
皂苷具有抗手足口病病毒的作用。

该项目研究是贯彻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深化校企合作、协同创
新的重要成果，对中成药的深度开
发、中药大品种培育研究有很强的
示范价值。

我国是世界第一儿童大国，0-
14岁儿童占总人口数的20%以上。来
自国家卫计委的一组数据显示，
2007年儿童门诊量达到2 . 38亿，并且
每年都在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儿童的门诊量已经达到3 . 5亿，
占总患病人数的20%左右。《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中收录了
520种药物，而专业的儿科用药9种，
由于儿科用药品种有限，长期以来
儿科用药大都以成年人药品来替
代，主要是根据儿童的体重、年龄或
体表面积与成人的比例凭经验计算
用药。儿童药物的匮乏，使得儿童使
用成人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而
带来严重的用药安全隐患。

总黄酮、总皂苷

能抗手足口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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