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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77齐齐鲁鲁圆圆梦梦孕孕育育工工程程征征集集不不孕孕家家庭庭
免费筛查病因、免费治疗不孕，报名电话：0531-89730558

22001177，，本本报报继继续续““寻寻找找抗抗癌癌明明星星””
入选者将可参评“山东省十大抗癌明星”

本报济南2月6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继2016年本报

“寻找身边的抗癌明星”成功发
现几十位抗癌斗士，并连续举
办多场抗癌明星分享会之后，
2017年齐鲁晚报将联合省抗癌
协会，继续征集抗癌明星的故
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有癌症
康复患者想讲述自己的抗癌经
历，快来报名吧！

2016年，省内众多的抗癌
明星通过本报“寻找身边的抗
癌明星”栏目走入大众视野。他
们之中，有抗癌28年，肝癌四次
复发都成功康复的曹金生；有
成功打破家族“贲门癌魔咒”抗
癌成功25年的岳增善；有肺癌
中晚期依靠科学治疗和意志力
康复的王玉海；也有罹患卵巢

癌后在网上记录成功抗癌历
程，并出版《生命日记》感动全
国癌友的王萍……

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有更
多抗癌明星的故事和康复经验
分享给大家，形成群体抗癌的
一种公益力量。如果您是有成
功的抗癌经验或者您身边有这
样令人敬佩的抗癌明星，欢迎
报名。

“寻找身边的抗癌明星”报
名方式:(1)关注“齐鲁健康大讲
堂(微信号:qljkdjt)，后台留言报
名；( 2 )拨打报名热线 0 5 3 1 -
85196052；85196381报名(3)加入
抗癌群“齐鲁抗癌家园”(群号：
413081038)报名。本报记者将选
取患者进行专题采访报道。每
一位入选的抗癌明星都可以参

与“山东省十大抗癌明星评
选”，推荐人也可参选“优秀推
荐人”，获得健康机构提供的礼
品。

2017年本报“抗癌明星分
享会”活动将会继续举行，您对
这一平台有什么建议或者需
求，欢迎来电。

本报癌友群“齐鲁抗癌家
园”(群号：413081038)将每月邀
请肿瘤专家、心理专家进群进
行免费在线咨询，欢迎参与。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政策：

100个贫困、残疾家庭

可免费治疗

日前，由本报联合济南嘉
乐生殖医院举办的“齐鲁圆梦
孕育工程”大型不孕不育公益
救助活动再次启动。2017年度，
工程办将为省内一千多个家庭
提供每份价值1370元的九项免
费不孕症病因排查。对于贫困、
残疾以及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
不孕家庭，工程办将从中选取
出100名，给予全额免费治疗。

自2014年起，“齐鲁圆梦孕
育工程”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年，
嘉乐生殖医院以良好的技术服
务赢得了山东不孕家庭的认
可，让“圆梦工程”这一公益品

牌响彻齐鲁大地，而随着活动
的开展，“齐鲁圆梦工程”俨然
已经成为众多不孕家庭求医首
选的第一站。

家住济南市中区的刘女士
是圆梦工程的受益者。结婚15
年，刘女士从未怀过孕，多年来
喝过的中药渣都能堆成山了，
还特意去过泰安和长清求诊偏
方，就连最后的一条孕育之
路——— 试管婴儿也没成功。然而
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偶然的机
会，刘女士经过朋友推荐参加了
齐鲁圆梦孕育工程，来到圆梦工
程指定医院——— 济南嘉乐生殖

医院就诊。历经一年的治疗后，
她终于怀孕了，并顺利产下了一
个健康的男孩，现在这个圆梦宝
宝已经两个多月了。

来自菏泽市牡丹区的魏大
姐也是圆梦工程的受益者。现
在魏大姐的女儿已经一岁多
了，夫妻俩正准备要二胎，家庭
美满，和谐幸福。谁能想到，魏
大姐曾经因为20年不孕的难
题，历经坎坷。幸运的是，她遇
到了现任丈夫，更幸运的是经
过当地计生委推荐参加了齐鲁
圆梦孕育工程，来到嘉乐生殖
医院经过专家治疗后，魏大姐

圆了自己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
孕育之梦，实现了自己当妈妈
心愿。

●回顾：

已为超过3000个家庭提

供免费检查

近年来，我省不孕不育呈
现高发态势。调查显示，平均每
8对夫妇就有1对存在生育障
碍。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大龄
夫妇的生育障碍问题显得尤为
突出。专家提醒，不孕症的病因
多达上百种，必须通过科学的
化验、检查方法才能确诊，只有
在明确病因的基础上对症施
治，才能早日怀上宝宝。正是基
于这一点，齐鲁圆梦孕育工程
率先在全省推出不孕症免费九
项检查，通过这一手段，帮助大
家树立了正确的治疗观念，收

到了积极的社会公益效果。
自活动开展以来，主办方

共投入资金超过数百万元，为
超过3000个家庭提供了免费病
因筛查，为数百个贫困不孕不
育家庭提供了全额免费治疗或
部分诊疗补助，众多不孕家庭
经过治疗已经成功怀孕生子，
圆了家庭孕育梦。

2 0 1 7年度，圆梦工程免
费体检人数仍然为1 2 0 0名，
山东地区家庭仍然可通过两
种手段报名参与，一个是通过
拨 打 工 程 办 电 话 0 5 3 1 —
89730558报名，或是由当地
计生组织统一团体报名参与。
参与免费检查活动的家庭请
携带相关身份证和结婚证；申
请全额免费治疗的贫困、残疾
家庭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开具
的证明，资格审核工作将由工
程办公室完成。

昨天是大年初十，这年还没算过完，济南的各大生殖医院就迎来
了一大波就诊高峰。记者在济南嘉乐生殖医院看到，偌大的停车场都
找不到停车位，住院部也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来自肥城的谭先生表
示，过年回家压力大增，父母都在催着要孩子，所以趁着不忙赶紧来看
病，现在到院还能享受价值1300多元的免费检查，特别划算。

得得了了皮皮癣癣 该该怎怎么么做做
得了皮癣别犯难，如浑

身瘙痒，起白皮，起红点，一
挠一大片，或皮肤干裂，一碰
就钻心疼等情况，建议试用
药博士牌百癣夏塔热片治
疗，它从皮癣病因入手，可有

效清除异常黏液质和胆液
质，消肿止痒，有效治疗手
癣、体癣、足癣、花斑癣、过敏
性皮炎、痤疮。

祛癣专线：400-833-1911
货到付款

罹患卵巢癌后出版《生命日记》的王萍在抗癌分享会上发言(资料片）。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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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胃肠病高发，老
中医提醒：反复发作者不妨试
试食疗偏方。据悉,王立财1955
年出生于吉林通化,17岁从医，
痴迷中医创新40余年,开方下
药与众不同，他擅长胃病、颈
腰椎病(另有睡觉疗法),如今
他荣获近10项国家专利，成为
靠“听诊器和煎药锅”行走乡
野的民间名医。近日，王立财
巧用鸡内金、砂仁等药食同源
之物,创新萃取工艺研发老胃
病食疗方,可直敷胃壁,快速激
活胃底神经。胃肠病不管轻
重,服食疗方一包,均有奇迹发
生,很多患者40天左右,饮酒、食
辛辣之物不受影响,10到20年
者也不过3—5个月。急慢性胃

肠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糜
烂萎缩等均可用此方调养。现
该方鸡内金颗粒已获国家专
利2008103020798,王大夫也被列
入《世界人物辞海》。本品为食
疗方,非药品保健品,可放心服
用。

王大夫声明 :为庆聚安
堂小偏方“省中医店”开业、
民间偏方粉丝节启幕 ,胃肠
病反复发作及半信半疑者可
拨0531—86666626参与230元5
盒送6包,零风险体验。本人以
行医40余年信誉担保,不欺骗
百姓 ,敬请康复者代我宣传 ,
谢谢 !现因工艺复杂 ,原材料
价格上涨 ,已供不应求 ,请少
量购买,切勿囤积。

胃胃肠肠病病,,老老中中医医有有食食疗疗妙妙招招
民间奇人17岁从医,痴迷中医47年获多项专利 升级特惠中

本报济南2月6日讯 (记
者 王小蒙 通讯员 孙静

王莹) 春节长期结束后，
有些人不免被失眠、胸闷、失
落等症缠身。近日，济南市第
五人民医院就接诊到不少此
类患者 ,医生提醒节后应该
及时找事干。

在春节长假里，不少市
民奔波回老家走亲访友，格
外忙碌。“放假七天，陪着丈
夫和公婆大概走了十几家亲
戚，有时一天好几家，特别
忙、特别累。”对于春节的安
排，济南市民李女士忍不住
吐槽，假期比工作时还累。

据急诊科主任付庆元介
绍，长假过后易出现“节日综
合征”，由于节日期间生活不
规律、生物钟紊乱，上班后，
一些人容易头昏脑涨，出现
睡眠障碍或睡不醒的情况，

有的会出现上班烦心、心情
急躁等情况。这是因为在高
度紧张的状态下，人的大脑
中枢会建立起一套高度紧张
的思维运作模式。无论是从
紧张节奏到宽松环境，还是
从悠闲到忙碌，都需要积极
调整心态。

“当然，这种现象也是
可以预防的。”付庆元建议，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
持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紧
张。节后及时“找事干”，避
免突然“急刹车”。要积极用
各种方式调整心态，注意饮
食清淡，多喝白开水，多吃
水果、蔬菜。此外，还可以多
做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体育运动。付主任还提醒市
民，若症状严重，应立即到
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以免耽
误病情。

找找事事干干、、多多锻锻炼炼，，饮饮食食要要清清淡淡
专家支招甩掉“节日综合征”

葛医药资讯

性性传传播播疾疾病病发发病病率率逐逐年年升升高高
东方男科引进新技术，为患者安全祛病患

本报济南2月6日讯 (记者
焦守广 ) 近年来，许多性

传 播 疾 病 的 发 病 率 逐 年 升
高。山东东方男科医院引进

“艾拉光动力”技术，不开刀、
不 出 血 治 疗 尖 锐湿疣 等 疾
病。

医院俞志贤主任介绍，所
谓“艾拉光动力”，就是在光
动力光源的照射下会激发光
敏剂产生大量单态氧，使患处
组织细胞坏死并凋亡。这种治
疗方法不开刀、不出血，对周
围的组织器官无任何损伤，适

合各年龄段的患者。
医院近期推出了冬季优

惠检查套餐，最低1 8元即可
进行霉菌、真菌、念珠菌、分
泌物四项常规检查，可拨打隐
私热线:0531-82988881咨询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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