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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顽疾疾疼疼了了88个个月月 像像被被铁铁板板烧烧
中医治疗带状疱疹神经痛，迅速去病痛

炎炎夏日似火烧，疱疹神经
痛得不得了。每年三伏天，是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最痛苦
的日子，有些轻微的神经痛可以
忍受着度过酷暑，但是症状重的
患者就备受煎熬了。本报此前曾
报道多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患者治疗经历，他们经过系统的
中医治疗，顺利恢复了健康。如
果您有相关遭遇，可拨打热线
0531-85196055。

治疗方法用遍了，没啥效果

来自威海的孙先生今年77
岁，去年11月份，不慎患上了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长在左侧前

胸后背和腋下，有刺痛、火灼痛，
跟有块烧热的大铁板一样，疼痛
难忍，孙先生伤透了脑筋。各种
治疗方法几乎用了个遍，就是不
见好转，用麻药注射也没有任何
效果。

孙先生看到中医治疗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的消息后，于6月30
日前往青岛天道中医，当天治疗
后开始减轻了，没有以前的那种
胀麻剧痛了，第二天又开始减轻
了。到了第三天，孙先生就没有那
种铁板烧灼的感觉了。“当时心想
治疗能减轻一下疼痛就足够了，
没想到治疗效果很不错。”

孙先生前后经过8次治疗，

最后终于消除了8个月的铁板烧
灼痛。记者再次连线患者了解回
家的康复情况，已经没有那种以
前的剧痛症状了，可以开心地过
上正常人生活了。

据了解，多数病人在数周内
疱疹愈合，疼痛消失。然而有部
分病人特别是老年人，皮肤疱疹
愈合后疼痛仍然持续存在。皮肤
疱疹愈合后疼痛持续超过一个
月的被称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侵蚀人
的神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很
可能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约30%～50%的中老年患者患带
状疱疹后可遗留顽固性神经痛。

所以，及早治疗对减轻临床症
状、缩短病程和防止后遗神经痛
的迁延都是十分重要的。”天道
中医于华芬主任说。

中药外治，3-8次即可除疼痛

于华芬表示，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具有难治、病程长且疼痛
难以忍受等特点。它是困扰中老
年人群的顽固痛症之一，通常会
持续数月、数年甚至终生，目前仍
是世界级的疼痛难题之一，有“不
死的癌症”的恶名，常见症状有刺
痛、刀割痛、火烧痛、痒痛、闪电痛
等疼痛，还有患者出现异物感、温
度觉改变和触觉等感觉失常现

象，有的怕冷有的怕热等症状，很
多患者痛得彻夜无法入睡，严重
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于主任还表示，根据大量的
临床治疗病案，目前在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采用中药外治的祛痛
疗法后大部分患者在3-8次可以
快速消除或者减轻剧痛症状，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在治疗同时，需
要严格忌口一段时间，化解祛除
病毒的同时用配方中药修复疱
疹病毒损伤的神经，这样才能消
除自发痛和痛觉过敏等神经病
理性疼痛，恢复长期受损的痛
觉、温度觉和触觉等神经功能。”

(本报记者)

葛医药资讯
11岁的小宝去年4月被确

诊为骨肉瘤，在亲友的帮助

下才艰难完成保肢手术和化

疗。不幸的是，今年5月小宝

病情复发，面对小宝“妈妈，

我不想失去这条腿”的请求，
47岁的刘彦芹不知该去哪里

筹医疗费。

本报记者 陈晓丽

见习记者 王 倩

“胃肠食疗奇人”专利研发人即将抵济，寻半信半疑者先试后买

老老胃胃病病为为啥啥不不用用食食疗疗方方？？
近日，济南柳云社区72岁

刘洪润讲述，她患萎缩性胃炎，
致食管返流、恶变，身体消瘦。
偶遇食疗方15天后称遇到“贵
人”。食疗一年后她体重增加10
斤，胃镜检查各项指标正常。刘
女士说：“我是王立财大夫食疗
方受益者，我现每天在朝山街
南口对面王立财‘聚安堂小偏
方体验店’做腰椎理疗，我所言
句句属实，可到此看我食疗前
后胃镜对比！”

据悉，王立财1955年出生
于吉林通化，17岁从医，擅长老
胃病、颈腰椎病(另有睡觉疗法
480元)。他痴迷中医40余年，开
方下药与众不同,已获近10项
国家专利成食疗巨匠。王立财

说：“本人谨遵医德不欺骗百
姓!老胃病不管轻重,服一包超
乎想象，很多人40天左右饮酒、
食辛辣之物不受影响。”据悉，
王立财精选鸡内金高度提纯
研发出老胃病食疗方，可直敷
胃壁,快速激活胃底神经。急慢
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糜烂萎缩等均可调养。现该方
已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
王立财也被列入《世界人物辞
海》并被誉为中医奇人。王立
财说“老胃病久拖延易恶化，
本人即将抵济，重症者速拨
0531—86666626或添加我助
理微信15315133999预约，另
本人的食疗方决不含激素和
西药，久服可强身健体。”

我我省省建建短短缺缺药药品品监监测测网网络络
本报济南7月25日讯(记者

王小蒙) 今年以来，山东省
卫生计生委建立全省短缺药品
监测网络，通过供需信息公告、
定点商业调储、市场撮合等方
式，有效缓解了部分药品供应
短缺问题，保障了临床用药需
求。

据介绍，我省今年先后发
布了两期短缺药品监测预警。
将短缺药品品种、商业公司库
存信息等面向社会公开，促进
供需信息对接。数据显示，预警
药品供应到货率较公告前均有
大幅提升，注射用放线菌素D
由33%提升到77%，酒石酸美托
洛尔注射液由38%提升到96%。

另外，针对监测发现的临
床不可替代、商业公司无库存
的药品，山东省卫计委采取定
点商业调储的方式，协调药品
生产企业、商业公司应急调拨。
此项措施先后保障了抗狂犬病
血清注射液、司莫司汀胶囊、巯
嘌呤片、促皮质素注射液等药
物的正常供应。

同时，我省先后两次参与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牵头
的短缺药品市场撮合，与12个
省市联合，就硫酸鱼精蛋白注
射液和青霉胺片两种药品，同
生产企业开展多轮谈判，最终
达成协议，企业将按照撮合价
格保障我省市场稳定供应。

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

孩孩子子总总低低同同伴伴半半头头最最好好到到医医院院检检查查

本报济南7月2 6日讯 (记
者 焦守广) 孩子生长发育
问题，也是每个家长最为关
心的。儿童的生长发育有规
律性吗？矮小有什么危害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教授
董俊华表示，如果孩子长期
低于同龄人半个头，每年长
高不到5cm，那么就要抓紧带
孩子到正规医院小儿内分泌
专业就诊。

婴儿一般足月出生时身
长50厘米；生后第一年增长25
厘米，第2年增长10厘米；第3

年至青春期开始生长速度为每
年平均5-8厘米，青春期每年
增长8-12厘米，持续2-3年。

“如果孩子长期低于同龄人半
个头，每年长高不到5cm，就应
及早到正规医院小儿内分泌专
业就诊。”董俊华说。

身材矮小可能影响孩子
升学、就业、交际、婚恋、心理
等一系列问题。家长一旦发
现孩子身材矮小，就要及时
就诊，通过检查排除器质性
疾病，而这类疾病，矮小只是
最初的表现，要及早诊治，不

要 错 过 孩 子 的 最 佳 治 疗 时
机。

董俊华，山东省儿科协
会内分泌委员会副组长。从
事儿科内分泌专业4 0余年。
擅长：矮小症，糖尿病，性早
熟，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甲亢等内分泌疾病，在儿科
内分泌领域诊治经验丰富。
同时有强大的诊疗团队，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内分泌
科自暑期成立了身高促进门
诊，助力孩子长高，每周二、
四、五、六、日均有专家出诊。

近日天气炎热，供血紧张，省中医医护人员积极义务献血，短短

一上午，共有275名职工奉献了爱心，献出58000ml健康血液，这是该院

职工年内第二次参加义务献血活动。

为便于大家献血，山东省血液中心延长了济南泉城广场等采血

点工作时间，其中济南泉城广场东、万达广场、沃尔玛、解放桥、洪楼

广场附近献血车，周一至周四工作至19:30，周五至周日工作至20:30。

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
全国约有1500万的白癜风患
者，并且以每年 1 0万的速度
在递增，令人触目惊心，其
中儿童和青少年成为疾病高
发群体 ,部分患有白癜风的
儿童因为家庭贫困，延误了
病情，严重影响了发育、学
习及正常生活，特别是给儿
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较
大的负面影响。然而现阶段
白癜风错诊错治现象严重，
更多的患者陷入患病——— 治
不起病——— 致贫的无限死循
环怪圈。

为 了 能 让 更 多 贫 困 的

白癜风患者治得起病、治得
好病，都能享受到新的、专
业 的 、先 进 的 、系 统 的 治
疗，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山东省希望工程、济南
白癜风医院共同发起了“天
下 无 白 ”大 型 公 益 救 助 活
动。

“天下无白”大型公益
救助活动是由山东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与济南白癜风医
院共同发起，是山东省大型
的权威的白癜风领域专项公
益救助活动。为充分发挥慈
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作用，进一步解决山东籍白

癜风贫困患者的医疗问题，
减轻贫困患者的医疗负担，
每年将选择10名贫困白癜风
患者进行免费治疗。

一、凡山东籍6-35岁贫困
青 少 年 白 癜 风 患 者 均 可 报
名。

二、脸上、四肢、躯体皮
肤有白斑、白点、白块等疑似
患者还可得到“天下无白”祛
白基金提供的1万名免费筛查
名额。

三、每位贫困白癜风患
者还可申领1000元互助金用
于疾病治疗。

救助热线:0531-88753333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白白癜癜风风患患者者将将获获免免费费治治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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