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脱皮皮久久治治不不愈愈，，专专家家手手到到病病除除

我我省省规规范范高高值值医医用用耗耗材材网网上上采采购购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记者

王小蒙) 近日，山东省卫计委
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和医
用耗材网上采购工作的通知》
(鲁卫药政字[2017]2号)，对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网上采购行为进行
规范，对健全和完善网上采购机
制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对于列入省级
集中采购目录的药品和高值医

用耗材，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必须通过省平台进行网上采购，
严格杜绝网下采购行为，并进一
步完善平台服务功能，开展医疗
卫生机构交易需求信息采集工
作。

《通知》明确，省平台交易服
务功能要进行升级完善，开通采
购信息查询和反馈服务，实现采
购信息共享。进一步完善网上信

誉评价体系，对生产配送企业不
执行中标价格、配送不及时、不
符合“两票制”要求等问题，医疗
卫生机构可及时在线反馈。

《通知》要求，对于尚未实
行网上采购的部分高值、低值
医用耗材和体外诊断试剂等，
也将进一步完善采购流程，纳
入省平台采购范围，实行网上
阳光采购。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癣给

人带来无尽的烦恼,治疗皮肤
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肤，享受
美好人生，是每一位皮肤病患
者梦寐以求的事。

陕西科学院制药厂研制生

产的疗癣卡西甫散具有清除碱
性异常黏液质、燥湿、止痒功能,
用于治疗肌肤瘙痒、体癣、牛皮
癣。祛癣专线:400-833-1911，货到
付款（请按说明书或在药师指
导下使用 陕药广审（文）第2017030080号）

脑脑萎萎缩缩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织
细胞受损、萎缩、衰亡，脑神经
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症状为
头晕健忘、流口水、行为异常、
行动迟缓、手足震颤；中晚期
则痴呆、大小便失禁、瘫痪，及
早治疗尤为重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
门审批的国药准字专业治
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
指毛桃、牛大力、千斤拔、
扶芳藤等多味名贵壮药科
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协
作，补肾益脾，健脑生髓，
修复受损的脑组织细胞，恢

复脑神经功能。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原文：“本发明药物
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髓功
能，用于健忘头晕、倦怠食
少、腰膝酸软等症，即西医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脑
病，见效快，效果好！”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
上市以来，已成为治疗脑萎
缩、老年痴呆病、帕金森的理
想药物。愿用后整个人焕然
一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6120192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寻寻找找550000名名老老咳咳喘喘患患者者
不花一分钱，告诉您一个咳喘病治疗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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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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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创创治治疗疗三三叉叉神神经经痛痛、、面面肌肌痉痉挛挛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

三叉神经痛

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成军
群主任、关良教授较早在山东地
区开展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三叉
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痛。

成军群主任向记者介绍,三叉
神经痛是指发生在面部一侧三叉
神经分布区域内如放电、针刺、刀
割样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性神
经疾病。三叉神经痛早期可选择
药物治疗,但并不能真正治疗疼
痛。这些药物长期服用会造成肝
功能损害、白细胞减少等毒副作
用。并且随着病程的延长,疗效逐
渐减退,最终造成大量服药却不能
控制疼痛的结果。

关良教授说,治疗三叉神经痛
的方法很多,但是效果最好、最能
彻底治疗的方法是显微血管减压
术。手术方法是在显微镜下将位

于三叉神经根部走行异常，并对
三叉神经造成压迫的血管推移离
开,并用特殊材料固定,使血管不接
触到三叉神经,从而解除其压迫,恢
复三叉神经的正常功能,使三叉神
经痛症状得到完全消除。手术无
痛苦,整个手术操作过程是在显微
镜下完成的,保证了手术的精细程
度和安全性。

成军群介绍,济南脑科医院神
经外科于2004年引进此项技术,在
山东地区较早开展三叉神经痛的
研究和临床治疗工作,迄今已治疗
众多患者,经过近十年的长期随访,
治疗例数和治疗效果在国内均属
领先水平。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
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舌咽神经
痛已成为济南脑科医院神经外科

的特色治疗项目之一。

治疗面肌痉挛安全
高效低复发

成军群介绍,面肌痉挛主要表
现为一侧面部肌肉发作性、节律性
不自主抽动。多见于中老年,主要
病理为颅内面神经受到异常走形
血管的压迫,面神经受到刺激,产生
异常神经冲动,导致面部肌肉抽
搐。

面肌痉挛起病多从一侧下眼
睑开始,以后逐渐扩散至面部,痉挛
初期为间歇性,逐渐频繁,特别是在
情绪紧张、疲劳等情况时面肌抽
搐明显。抽搐严重时影响视觉、言
语和睡眠。

成军群介绍,面肌痉挛目前无
特效的药物。显微血管减压术是
治愈面肌痉挛的有效方法,手术方
法是在手术显微镜下将位于面神
经根部走行异常,并对面神经造成

压迫的血管推移离开,并用特殊材
料固定,使血管不接触到面神经,从
而解除其压迫,恢复面神经的正常
功能,使面肌抽搐症状得到解除。
该项手术技术的日臻完善,具有微
创、安全性高、效果显著以及低复
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等特点。

该院对近两年就诊的1400名
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患者进行了
问卷调查,75%以上患者对目前世界
公认最先进的治疗方法——— 微血
管减压手术不了解,甚至从未听
说。针对这些问题,该院开通了专
线电话0531-66696661并组建了专家
团答疑解惑。同时,该院在医院门
诊开设了针对三叉神经痛、面肌痉
挛的功能神经外科专家诊室,周一
到周日都安排了专家坐诊,还开通
了专门网站:www.66696661.com,患者
及家属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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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血管减压术”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
最有效的方法。针对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患者如何更好地接受治
疗以及关于微血管减压手术的相关问题等,日前记者走访了济南脑科
医院神经外科成军群主任、关良教授,带您认识三叉神经痛。

葛医药资讯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 (记者
孔雨童) 济南市民常先生几

个月前患怪病，浑身起红疙瘩、
大片掉皮，几个月时间辗转济
南、北京几家大医院却查不出病
因。偶然间来到济南市皮防院，
挂了来济会诊的知名皮肤病专
家孙建方教授的号，没想到一个
月就迅速好转。近日，常先生给
孙教授送来锦旗和热气腾腾的
烤地瓜以示感谢。

1月5日，济南市皮防院2楼
的专家会诊室中，中华医学会
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委孙建方教
授正在会诊，忽然传来一阵笑
声——— 68岁的市民常树立一手
拿着锦旗，一手提着热气腾腾
的烤地瓜走进来。“孙教授，万
分感谢你啊，差点活不下去了，
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今天我
给你送烤地瓜来了。”

常树立告诉记者，这半年
他经历了噩梦一般的日子。去
年8月，他突然四肢疼痛，不能
下地走路，在济南的一家医院
前后花了十几万元做检查，也
没查出病因，只能一直打抗生
素。没想到，后来就开始浑身起
红疙瘩，大片大片掉皮。“24小
时睡不着觉，掉皮跟下雪似
的。”常树立说，在本地医院反
复治疗未果，他又听人劝去了
北京最好的医院，医生还是无
法确诊。“我都想去跳黄河了。”
最终，他偶然听人介绍来到济
南市皮防院，恰逢该院几乎每
周都有的“大专家会诊日”，中
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务
委员、知名专家孙建方教授仅
给他做了简单检查后，就很快

确诊为“过敏性红皮病”，经过
一个月的治疗，常树立就痊愈
了。

“俺邻居都说，以为你过不
了年了。”常树立说，如今他真
是认识到医生的医术对患者多
么重要，也万分庆幸自己遇到
了孙教授。

孙建方教授2月4
日来济会诊

孙建方，中华医学会皮肤
性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皮肤组
织病理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
会皮肤病分会副会长、皮肤病
理亚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委
员会主席；亚洲皮肤科学会理

事；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才；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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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4日，孙教授将再次来
到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进行会
诊。市民预约可拨打济南市皮
肤 病 防 治 院 电 话 ( 0 5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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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孙建方教授行程紧
张，根据以往经验挂号人数远
超限额，因此市民有求诊需求
的请尽快报名。

为患者进行微创手术治疗。

市民常树立给孙建方教授送来锦旗和热气腾腾的烤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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