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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场场直直播播！！半半口口无无牙牙““当当天天种种当当天天用用””
1月13日半/全口种植立减50000元 预约电话 0531-82389888

老老咳咳喘喘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怎怎么么办办？？
不花一分钱，告诉您一个喘病治疗妙招！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种植牙，并且享受到种植牙带来的好处。拜博口腔将于1月13日(周六)上午9:00举办半口牙缺失即刻种植即刻戴牙的种植牙
手术现场直播活动，将由资深种植牙专家现场直播半口种植牙手术案例，完美呈现“种下4-6颗种植体，长出半口好牙”的失牙复得奇迹。活动当天到院
就送食用油一桶，当天充值可抽取电压力锅、电压力煲等精美礼品。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本报记者 陈晓丽

1、电话预约就免专
家设计费、检查费、手术
费、挂号费3000元；

2、韩国登腾种植牙
5 9 8 0元免费赠送全瓷
冠；

3 、种 植 牙 充 值
10000送2000元；充20000
送3 0 0 0元；充3 0 0 0 0送
4000元；

4、全/半口种植立
减50000元；

5、预约电话：0531-
82389888

葛活动链接

冬季调胃病，快用食疗方。
《黄帝内经》认为脾胃乃气血生
化之源，脾胃虚弱易引发气血
亏虚、食管炎、肠炎、消瘦等症！
民间中医奇人王立财用“做减
法”方式调养胃肠，最大限度减
少用药，成民间一绝。现该方已
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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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从医，痴
迷中医40余年，擅长老胃病，
腰突、颈椎病 (另有外敷法
480元)。他精选鸡内金高度
提 纯 研 发 出 老 胃 病 食 疗
方，可直敷胃壁、激活胃底
神经。凡胃病不管轻重，服
用一包超乎想象。凡住院效

果不好、使用其它方法不满意
者，40天左右饮酒、食辛辣之物
不受影响，10—20年老胃病也
不过3—5个月，可康复后胃镜
对比效果。急慢性胃炎、胃及十
二指肠溃疡、糜烂萎缩等均可
调养。王立财即将抵济，为庆小
偏方“省立医院”店开业，“省中
医店”店庆3周年，现特惠中
速拨0 5 3 1—8 6 6 6 6 6 2 6或到

“聚安堂小偏方”店内咨询。另
本人研发“心脏养护奇方”预约
中，40天解决心脏血液返流等
症，可服用前后彩超对比！

“胃肠食疗奇人”王立财将抵小偏方“省中医”店，寻半信半疑者

老老胃胃病病，，冬冬季季巧巧食食疗疗““博博爱爱齐齐鲁鲁，，关关爱爱生生命命””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1月6日上午，“博

爱齐鲁，关爱生命”无

偿献血创意大赛颁奖

仪 式 举 行 。参 赛 作 品

《捐献青春热血 传递

大爱真情》荣获海报宣

传类评选一等奖，泰安

市中心血站马克投稿

的《 大 学 生 献 血 招 募

令》获得微信推广类一

等奖。

本报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张宇 摄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
上，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高寒
缺氧、空气稀薄、冰天雪地。藏族
同胞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咳喘病
的发病率却很低，这与服用生长
在雪域高原独特的藏药材密不可
分。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红景天
是补肺、肾、脾之良药，具有补充
肺虚，增强肺气，提升肺动力，补
肺益气，止咳平喘功效，对咳喘病
防治有着惊人的效果。

藏医“景天虫草组方”是历经
1000余年的经典秘方，经现代高科
技破壁萃取冬虫夏草、红景天、人
参、黄芪、麦冬、青果等药物有效
成分，炮制改良含片，舌下含服见
效快，效果更好，也科学，药物有
效成分吸收率达98%以上，且药效
强、活性高。“景天虫草组方”针对
肺、肾、脾虚劳咳喘疗效显著。“景
天虫草组方”通过补充肺虚，增强
肺气，提升肺动力，补肺益气，就

可治喘补肺，巧治老咳喘！
如果您正在经受老咳喘病

的折磨，如果您吃过许多中西药
咳喘病还是久治不愈，请快快来
电咨询，不花一分钱，告诉您一
个不一样的咳喘病治疗方法，让
您受益无穷。通过咨询“景天虫
草组方”，就可得到咳喘病的正
确治疗办法，让您远离咳喘病！

咨询热线：400-1622-177
青药广审(文) 第2017090107号

本报济南1月8日讯
(记者 孔雨童) 12月29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主办，全国跳绳运
动推广中心、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成长天使基金、长春金
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以“全民跳绳，助力长高”为
主题的“金赛杯”全国跳绳
公益挑战赛山东省启动仪
式在济南市趵突泉小学举
行，本公益项目致力于推动
全社会对青少年儿童身高
问题的关注。

启动仪式上，济南市趵
突泉小学“趵突绳韵”花样
跳绳队进行了表演，跳绳队
不断变换队形和花样，展现
出了不凡的实力。济南市趵
突泉小学杨京芹校长表示，
趵突泉小学的“趵突绳韵”
花样跳绳队自2017年8月参
加募捐挑战赛，到今天为
止，孩子们已经连续跳了77
天，募捐总数额达到1305元。

济南市体育局办公室
主任张晟介绍说，体育运动
可以促进生长激素分泌，加
快骨组织生长，有益于人体

长高，以跳绳为代表的中等
强度运动对于刺激孩子体
内自身生长激素分泌的作
用最大，如果每天坚持跳绳
800个，大部分孩子生长速度
会明显增加。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成长天使基金办公室
副主任朱萍说，“金赛杯”全
国跳绳公益挑战赛，通过跳
绳运动的形式，展现了“全
民跳绳，助力长高，运动自
己，帮助他人”的公益体育
精神。

随后，山东省省立医院
儿科内分泌专家李桂梅主
任为趵突泉小学学生、家
长、老师们带来了“关注孩
子身高，就是关注孩子未
来”的科普讲座。专家介绍，
身高除了受遗传、营养、睡
眠、疾病等因素影响外，还
与运动锻炼密切相关。体育
运动可以促进生长激素分
泌，加快骨组织生长，有益
于人体长高。以跳绳为代表
的中等强度运动对于刺激
孩子体内自身生长激素分
泌的作用最大，所以说是最
利于长高的运动。

用用运运动动助助力力公公益益
助助力力青青少少年年长长高高

“金赛杯”全国跳绳公益挑战赛山东赛区启动

本报济南1月8日讯 (记者
陈晓丽) 6日，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神经调控远程程控中心
揭牌仪式在该院神经外科举
行。

帕金森病患者脑深部电极
植入术(DBS)后，需要接受专业
程控医生的调控治疗，通过刺
激参数与药物配合达到最好的
治疗效果。因帕金森病个体差
异和疾病进展，术后程控成为
了一项长期工作。但是帕金森
病患者多行动不便，往返医院
会给患者及家庭带来经济和精
神负担。

针对这一情况，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联合清华大学神经调
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筹建山
东首个神经调控远程程控中
心，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程控
医生与患者在线交流，并最终
完成编程和调整的全部治疗过
程，造福帕金森病术后患者。

在揭牌仪式现场，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院长李新钢表示，
随着帕金森病人群的扩大及手
术病人的增多，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的远程
程控平台，与术后患者进行实
时在线交流和治疗，该院有专
业的程控医师团队对患者进行
定期随访，帮助患者进行术后

的康复治疗，这也是神经调控
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趋势。

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副主任郝红伟表示，在互
联网+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
的庞大资源来真正为患者和医
生解决实际问题，是实验室专
家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远程
程控系统的问世，迎合了神经
内、外科发展的需要，大大缩短
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距离，实
时随访和参数调整提升了患者
术后的生活质量。

最后，程控专家对外地的
术后帕金森病患者进行了现场
的程控操作演示。

山山东东首首个个神神经经调调控控远远程程中中心心成成立立
帕金森患者无需去医院，就能与医生在线交流

老人重“长”新牙，

高高兴兴过新年

家住市中区的沈老师今
年79岁，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
家，在省内多家刊物上出版了
不计其数的文章。沈老师缺牙
快 1 0年了，一直佩戴活动假
牙。但活动假牙咀嚼功能差，
很多想吃的依旧吃不了。逢年
过节儿孙送来的各种美味，沈
老师也只能看不能吃。为改善
生活品质，沈老师就想种牙，
但很多医疗机构都因为他缺

牙时间长，种植难度大，而拒
绝他种牙。

后来，沈老师在报纸上看
到拜博口腔针对疑难种植案
例有独特的技术，就来到济南
拜博口腔医院。经检查，沈老
师由于缺牙时间长，加上活动
假牙的长期压迫，牙槽骨已萎
缩，最薄处宽度仅8毫米，厚度
仅4毫米，属于高难度种牙案
例。济南拜博口腔医院专家团
队给出结论：在半口无牙的情
况下，传统植牙技术需要至少
植入十几颗种植体，而半口无
牙颌即刻种植仅需植牙4-6颗

即可完成半口缺牙修复，最快
2小时即可即刻负重，即刻吃
东西。

半全口无牙不用

植骨“当天种当天用”

“种植牙能使用多长时
间”、“全口无牙还能种吗”、

“种植牙的价格差异很大，这
是怎么回事”……种牙患者
骨量少，传统解决方法是做
上颌窦提升，植入骨粉骨膜，
然后再等 8个月才能完成修
复。但骨量少、需要植骨的患

者，一般年龄都较大，身体代
谢缓慢，植骨带来的创伤恢
复慢，等待的8个月让患者很
受煎熬。还有一部分骨量流
失过于严重的患者，让医生
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受罪，想
做也做不了种植牙。拜博口
腔最新引进的种植技术改变
了常规种牙方式，患者不用
植骨、不用再等 8个月，可以
马上种牙、马上吃东西；打破
了疑难种植牙僵局，让种植
牙技术再上一个新台阶，以
前做不了的种植牙，现在能
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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