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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气气回回暖暖，，““糖糖友友””要要加加强强足足部部护护理理
本报济南3月13日讯(记者

焦守广) 春季天气渐暖，血糖相
对比较平稳。但糖尿病人也不能
过于放松，必要的护理知识还是
要知道。除日常的血糖控制之外，
还应警惕糖尿病足(DF)的发生。

山东省内分泌与代谢病研究

所副主任医师王东提醒广大糖尿
病患者，可每天用温水和无刺激
性的肥皂清洗双脚。一定要用温
水，以防水温过高烫伤双足。注意
保持足部以及足趾间干燥。易出
脚汗的糖友可用些无刺激性的干
粉。足部特别干燥患者，可涂抹些

护肤品，如甘油、乳液、尿素霜。
洗完双脚时，要及时修剪过

长的趾甲。不要赤脚走路，每天换
袜子，不穿有破洞或补丁的袜子。
如发现脚部出现水疱、感染等症
状，要及时到糖尿病专科就诊，切
不可自行处理。

近日，“点赞！老中医巧食
疗，小偏方叫板老胃病”一文刷
爆朋友圈。据小偏方研发人王
立财介绍：“我 17岁痴迷中医，
巧用鸡内金研发出老胃病食疗
方。胃肠病不管轻重，服一包超
乎想象，现该方已获国家专利
2008103020798。本人谨遵医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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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王立财 1955 年生于
吉林通化，17岁从医，痴迷中医
创新 40余年，擅长胃病、颈腰椎
病(另有睡觉疗法，可康复后拍
CT 对比效果)，已获近 10 项国
家专利，成为用“煎药锅”叫板手
术刀的民间名医。王大夫开方

下药与众不同，巧用鸡内金、砂
仁等药食同源之物研发老胃病
食疗方，可直敷胃壁，快速激活
胃底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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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烂萎缩等均可调养。王大
夫也被列入《世界人物辞海》并
被誉为民间中医奇人。据悉，王
立财创立的小偏方“省中医”店
开业 1 周年，半信半疑者速拨
0531-86666626 参与 230元 5
盒送 6包，零风险体验。另外，我
研发心脏瓣膜关闭不全“血液
返流”方即将上市，可服用前后
彩超对比。

胃胃肠肠病病巧巧食食疗疗,,快快找找奇奇人人王王立立财财
寻 50 名老胃病、腰突、颈椎病半信半疑者零风险体验

微微创创治治疗疗帕帕金金森森，，精精准准除除震震颤颤
——— 访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成军群主任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微电极导向的脑立体定向
手术，俗称“细胞刀”，是治疗中
晚期帕金森病的好办法。在山
东，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成
军群主任较早开展微电极导向
的脑立体定向手术。针对中晚
期帕金森患者如何更好地接受
治疗以及细胞刀手术的相关问
题等，日前记者走访了济南脑
科医院神经外科成军群主任。

中老年人的“第三杀手”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于中老
年的神经系统疾病，有三大主要
表现：即肢体震颤、肢体僵硬、运
动迟缓。该病好发于 50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群，已成为我国中老年
人的“第三杀手”。目前我国帕金
森病人已经高达 200万以上。

成军群介绍，该病起病时
多为一侧肢体发病，随时间推
移波及对侧肢体。帕金森病症
状也会逐渐加重，到中晚期时
病人除上述症状外会出现表情
呆板、弯腰驼背、还伴有吐词不
清、流口水、失眠、肢体疼痛、大
小便不畅甚至出现抑郁等精神
症状,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早期治疗以药物为主。如金
刚烷胺、安坦、美多巴等。值得一
提的是，所有治疗帕金森病的药
物都只能暂时控制帕金森病的
症状，而无法阻止病程的发展，
绝大部分患者在服药一段时间
后，药物疗效会逐步下降甚至无
效，或出现比较明显的毒副作
用。所以，中晚期帕金森患者，需
要积极寻求外科手术治疗帕金
森病的方法。随着立体定向技术
的发展，高安全性的手术治疗为

那些中晚期帕金森患者提供了
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式，这就
是“微电极导向的脑立体定向手
术”疗法，俗称“细胞刀”。经过手
术治疗能解除 90% 以上的帕金
森症状。

帕金森的微创手术治疗

一般来讲，对早期的帕金
森病患者应首先采取药物治
疗，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后效果
减退或出现毒副作用，病情会
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这时候就
应积极考虑外科治疗了。根据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对千余
例帕金森病手术的统计，80%
以上的患者是在这一时期接受
手术治疗的。手术能完全消除
患者肢体的震颤、僵硬、运动不
灵活、运动迟缓、肢体麻木疼痛
等症状。

成主任介绍，“细胞刀”是
一套手术系统，手术过程为：在
CT 和 MRI 扫描下，通过计算
机作手术计划，然后局麻下医
生在患者头部钻 1 个小孔，将
一头发丝大小的微电极针导入
脑内，准确地测得脑内的“震颤
僵直细胞群”，再射频消除震颤

僵直细胞，术后震颤立即停止，
僵硬肢体即灵活，由于该技术
达细胞水平，故称“细胞刀”。术
中病人清醒，无痛苦，术后即可
进食，次日可下床活动,是一种
微创、安全有效的治疗帕金森
病的好方法。目前我国有多家
大型医院在开展这个手术，济
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正是其中
的佼佼者。

大型脑病公益救助活动

为了更广泛的普及帕金森
病医学知识，提高人们对防治帕
金森病的认识，济南脑科医院联
合齐鲁晚报、山东电视台生活频
道等权威媒体共同举行 2017 年
大型脑病公益救助活动，聘请国
内知名脑科专家、帕金森病治疗
专家坐诊济南脑科医院，为帕金
森病患者或疑似帕金森病患者
提供免费义诊、会诊、手术救
助。适合手术者可提供 10000
元的公益救助金。欢迎广大患
者及家属朋友前来参加。

医院地址：济南市北园大
街 372 号(大明家居东侧)

咨询电话：0531-66696661
网址：www. 66696661 .com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济南 28 岁的女孩刘欣，因
为脸上有一块巨大的红色胎记，
多年来每天上班前都要花半个
多小时化厚厚的浓妆。2017 年
春，经过在省立医院西院皮肤科
的治疗，这块跟随了她 20 多年
的红色斑块，终于消失了。“第一
次没化妆去上班，路上就哭了。”
刘欣说。

省立医院西院皮肤科主任
肖睿表示，一些胎记、血管瘤和
疤痕都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大，治
疗困难加深，因此建议符合条件
的患者尽早治疗，也避免给生活
和发展带来不便。

跟“上帝给的记
号”说拜拜

刘欣今年 28 岁，是济南西
郊一家商超的工作人员。工作 8

年多，她说自己每天都是“戴着
面具”示人。

“早上六点多就起来化妆，
化半个小时。”刘欣说，自己出生
后右侧眼部和鼻子之间就有一
块红色的胎记，渐渐长大后，这
块胎记也跟着长，就如同在脸上
盖了一片红色的叶子，无论走到
哪，她都是人群中最醒目的那一
个。学生时代的刘欣沉默寡言，

除了上课学校的各类活动都不
参加，“说没有心理阴影是不可
能的，自卑。”她甚至上网偷偷买
过药膏抹过，但效果非常一般。

高中毕业刘欣就出来工作
了，找工作也处处碰壁，最后亲
戚介绍她去了一家超市。上班
后，刘欣不得不每天化浓妆，“各
种粉底，遮瑕膏都用过。”刘欣
说，遮瑕膏能起到一定作用，但

近看总是有点怪，夏天的时候皮
肤不透气非常难受。“总之像戴
了一个面具。”

28 岁了，刘欣还没有谈恋
爱。去年，亲戚劝她去医院看一
看这块胎记，刘欣找到省立医院
西院皮肤科主任肖睿。两次治疗
之后，这块胎记渐渐被消除了，

“有点没想到。”刘欣说，第三次
治疗结束后，她尝试着不化妆去
上班，同事们竟然也没看出来。

“回家的路上，我就哭了。”

医生：胎记、血管
瘤、瘢痕，应尽早治疗

“其实像刘欣这样的，如果早
治疗，早把问题解决，可能就不会
对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肖睿
说。肖睿，副主任医师，曾在北京
三甲医院从事瘢痕、胎记、血管瘤
治疗 20年，并于北京航空总医院
专攻胎记、血管瘤、瘢痕研究，对

这类疾病拥有独特见解，独创“整
形美容皮肤无拆线技术”，使术后
疤痕形成几率极小。

肖睿介绍，我国现有血管瘤、
胎记患者超过 800 万，每年新生
儿大约占 3 万多例。60% 以上患
者由于没接受正规治疗或因其家
庭贫困情况延误治疗，致使疾病
恶性发展，导致病患处溃疡、挛
缩、损坏正常皮肤组织甚至引起
功能障碍。“因此，这类患者一定
要重视，尽早治疗。”肖睿说。

据介绍，目前山东省立医院
西院皮肤科耗资数百万元，在省
内率先引进了以 AcuPulse —点
阵王、Alex TriVantage 美国治疗
仪器、Vbeam Paltinum 脉冲燃料
治疗仪为代表的多台国际最先
进的皮肤诊疗设备，对治疗各类
胎记、血管瘤、瘢痕都有很好的
效果。

患者咨询电话：
0531-87955911

第第一一次次不不化化妆妆上上班班，，女女孩孩哭哭了了
皮肤专家：胎记、血管瘤、疤痕，尽早治疗效果好

真真正正的的皮皮肤肤病病专专家家来来了了！！
孙建方、涂平将先后在济南皮防院会诊

本报济南 3 月 13 日讯
(记者 孔雨童) 3 月，将先后
有两位国内皮肤病知名专家来
到济南市皮防院会诊，分别是：
3 月 16 日，中华医学会皮肤性
病学分会常委孙建方教授；3
月 28 日，北京大学皮肤性病学
教研室主任涂平。

3 月 16 日，孙建方教授将
来到济南市皮防院会诊。孙建
方，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
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
肤病分会副会长。尤其擅长疑
难、少见、复杂皮肤病的诊断及

治疗，擅长皮肤病理及皮肤肿
瘤诊断。3月 28日，皮肤病专家
涂平也将来济会诊。涂平，男，
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现
为北京大学皮肤性病学教研室
主任。涂教授对中西医结合治
疗疑难、重症皮肤病方面造诣
极深，在皮肤肿瘤和皮肤激光
美容等领域亦建树良多。

市民预约可拨打济南市皮
肤病防治院电话 0531-87036224
或登录医院官网预约，也可以
通过医院官方微信预约:搜索

“jnspfy”加关注-进入主页预约。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成军群。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孔雨童) 12日上午，济南可

恩口腔医院和谐广场医院嘉宾
云集，可恩口腔医院“业内首创
种植再细分/暨五大种植团队
种植牙案例征集发布会”隆重
举行。可恩口腔医院总院长、五
大种植团队带头人、德国种植
体厂家代表及众多市民、媒体
见证了这一时刻。

发布会现场，德国种植体
厂家赠送了 60 颗品牌种植体
援助泉城缺牙市民。可恩口腔
医院和谐广场医院院长、即刻

种植团队带头人韦少锋，为活
动中第一批通过审核的两位缺
牙患者赠送了免费种植体。

可恩口腔医院总院长亓庆
国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可恩口
腔医院在上万例种植牙病例库
的基础上，归类、总结、根据患
者缺牙情况，将种植细分为微
创种植、即刻种植、美学种植、
全口种植、骨增量种植五大团
队，旨在让种植医生们术业有
专攻、精益求精，为更多的缺牙
患者量身定制最完美的种植方
案。

可可恩恩口口腔腔国国内内首首创创种种植植细细分分
将向市民送出 60 颗免费种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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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治疗时 治疗几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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