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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岁岁女女华华侨侨回回国国求求治治““盘盘头头鲨鲨””
半年疱疹后遗神经痛，经过八次治疗消除剧痛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焦守广) 齐鲁晚报联合青

岛 天 道 中 医 开 设 健 康 热 线
15662636062以来，接到不少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的来电
咨询治疗信息，年龄超过50岁
的患者会有一半以上的概率遗
留后遗神经痛。专家介绍，疱疹
消除后，疼痛超过半个月，就可
认为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山东各地称呼也不一样，有
的叫蛇缠腰、蛇胆疮，也有的叫
蛇带疮、缠腰龙等。长在头部的
为盘头鲨，像一个鲨鱼盘在头
上，牙齿咬住了眼耳，非常形

象，也说明了这个病的凶险严
重，一般会侵犯头顶部，额头、
眼部、鼻翼周边、嘴部，耳内外、
三叉神经等，大部分会在头的
半侧发作，也有极少的患者在
整个头部发作，也有在整个前
额头发作，此病剧痛不堪，有的
会造成三叉神经痛，有的耳朵
失聪，眼睛失明。

长在腰部的称为“缠腰
龙”，其他位置的是蛇盘疮，无
论何处，中医统称为火丹，西医
名为带状疱疹，大部分会在身
体半侧呈带状发作，年龄超过
50岁的患者会有一半以上的概
率遗留后遗神经痛。

青岛天道中医于华芬主任
介绍，根据多年大量的临床治
疗经验，长在头部的部分患者
治疗次数比长在胸腰四肢的多
几次。因为头皮的肌肉层太薄，
病毒一旦侵犯，会在薄薄的头
皮层内形成黏稠的毒素，化解
毒素有的用艾灸火疗等加热方
法，会让病毒更加难化解。早期
治疗尤其重要，一旦延误最佳
治疗时机，部分病人将会出现
终生疼痛，医学上称为“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是世界三大难
治性疼痛之一，治疗极其困难。

于华芬表示，现在认为，疱
疹消除后，疼痛超过半个月，就

可认为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通过中医的拔毒祛痛疗法
大部分患者会在1-8次内消除
症状，有过艾灸火疗等加热疗
法或极个别严重的患者也会追
加次数改善或消除剧痛。需要
注意的是，对于口内、眼内等体
内的疱疹该疗法不适合。

何女士60岁，定居西班牙，
2017年7月在整个头部发病，疼
痛不已，到当地医院治疗，疱疹
消除后遗留了后遗神经痛，晚
上只能靠吃普瑞巴林、止痛片
和安眠药维持睡眠，每天剧烈
刺痛，春节期间到青岛经过八
次治疗消除了半年多的刺痛。

菏泽74岁的宋先生，患此
病五年，前胸后背刺痛和紧束
痛，每天靠吃止痛片维持也不
管事，看到本报的报道后，孝顺
的儿子和女婿正月初六开车带
着到青岛治疗三次，消除了让
人恐惧的疼痛，恢复了健康。

福建厦门70岁的李女士，
一年前在左侧头部发病，有强
烈的闪电痛、紧束痛、刺痛、痒
痛、刀割痛，有时候痛到休克，
到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2月
底来到青岛天道中医，采用该
疗法连续10次消除了剧痛，李
女士夫妇专程赶来赠送锦旗以
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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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曲张大多发生在小
腿内侧，早期往往不被重视,患
处青筋凸起,蚯蚓团状,任其发
展出现酸、胀、麻、凉、疼等症,中
期出现下肢养分供应不足,导
致皮肤紫黑、变色、粗糙、瘙痒
等,后期甚至会出现溃烂等，危
害严重，不容忽视，千万拖不
得。

脉力健凝胶不能包除百
病，专门针对静脉曲张、脉管
炎问题研制而成，它巧妙运用
了中医外敷理念，通过体表涂
抹、皮下吸收、靶向渗透，只需

在患处一涂一抹，简单方便，
可以促进局部患处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针对静脉曲张
引起的各种酸痛、胀疼、麻痛
等症状使用方便、安全、可靠；
脉力健是良心产品，用疗效说
话，建议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按
周期使用，用于稳定与巩固,效
果更佳；现买5送2赠品有限，送
完即止，具体可拨打全省统一
服务热线400-176-2625详细咨
询，济南舜天药房有售，省内
也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青

医械广审(文)第2017080005号

静静脉脉曲曲张张 脉脉管管炎炎
一涂一抹 方便真好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济宁嘉祥有一支献血
娘子军，这些热心人来自
嘉祥县满硐乡。每到农闲
季节她们就会约上有意愿
献血的亲戚、邻居，到济宁
市中心血站献血。付晓云
是其中献血最多的人，也
是组织集体献血的发起
人，至今已献血5400毫升，
这次是她第14次参加无偿
献血。在她的带动下，献血
娘子军们已发展到了15
人。 (褚良真 摄)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嘉嘉祥祥有有一一支支献献血血娘娘子子军军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陈晓丽) 8日上午，山东省

中医院举办“关爱女性生殖健
康”系列活动。该院中西医结合
生殖与遗传中心主任医师、教
授连方以《解密试管婴儿》为主
题，做了相关健康讲座，随后进
行了大型义诊。

“如果夫妻在未采取避孕
措施，同居一年后仍未受孕，应
该寻求医疗帮助。”连方说道，
越早就诊，治疗可能性越高。据
悉，男女发生不育的可能性几
乎均等，具体治疗方案则因人
而异，需要在仔细回顾病史、完
成体检、抽血和精液分析以及
其他必要检查后，才能决定。
如果是由于输卵管盆腔因素，

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症，男
方少、弱、畸精子症，免疫性不
孕，不明原因不孕等原因造成
生育困难时，可以选择体外授
精-胚胎移植技术，也就是俗
称的试管婴儿。

“目前全世界大约实施了
150万例试管授精手术或运用
类似技术的手术，截至目前已
经有35万名试管婴儿诞生。”连
方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
都可以通过试管婴儿生育，连
方表示，如果夫妇一方患有严
重疾患或患有不能生育的遗传
性疾病、接触致畸量物品并处
于作用期等，就不建议通过试
管婴儿生育，具体需要咨询专

业医师。
讲座结束后，连方热情回

答了现场市民的提问。其中，针
对试管婴儿的促排卵环节，连
方解释，通常来说，女性每月排
卵一个，一生中排出400-600
个卵子，50岁左右，女性体内的
卵子将消耗殆尽。

考虑到优选卵子和胚胎以
及提高成功率等需要，试管婴
儿一般会使用药物刺激卵巢，
促进多个卵泡成长，以得到多
个成熟卵子。时机合适时，一次
性取出10-15个卵子，进行后
续培养。“正规合理的促排卵不
会损害卵巢功能。但是，促排卵
药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
指导下使用。”连方说。

不不孕孕不不育育越越早早干干预预效效果果越越好好
全球已有35万名试管婴儿诞生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者
孔雨童) 癌症高发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癌症家庭需要社会
的关注支持。今年2月，济南启
明星生命关爱中心联合振华商
厦启动了致力于救助癌症患者
家庭的“公益月”活动，将拿出
部分销售额用于患者救助和公
益活动。3月3日、10日，两场针
对癌症患者的公益课堂在振华
商厦举行。

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创始
人、山东省省立医院肿瘤科医
生陈健鹏介绍说，在临床上有

部分癌症患者治疗价值大，却
因费用问题耽误治疗。“除了治
疗问题，还有部分晚期癌症患
者，因为没钱镇痛而日日生活
在痛苦中。”基于此，今年2月，
启明星联合爱心企业振华商厦
启动了“公益月”活动，在振华
的每个收款台设置爱心募捐
箱，市民在消费后都将收到一
张爱心卡，以此呼吁大众对癌
症患者家庭的关注；与此同时
在一个月的公益活动结束后，
商厦也会捐出部分销售额用于
专门的患者救助和癌症患者公

益活动。
3月3日，作为此次“公益

月”活动之一，针对癌症患者和
大众的首场公益讲座在振华商
厦举行。3月10日，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MBSR正念引导师
刘颖给大家分享了正念减压的
方法和技巧。

据悉，此次系列公益活动
将从2月16日持续到3月末，将
从肿瘤患者饮食、肿瘤患者的
心理调节和正念治疗、肿瘤患
者运动康复及鼓圈音乐治疗等
角度举行四场讲座。

““启启明明星星””携携手手企企业业援援助助癌癌症症患患者者家家庭庭
将举行四场公益活动

鲁鲁华华海海洋洋生生物物获获高高企企
证证书书和和欧欧盟盟市市场场金金钥钥匙匙

近日，鲁华海洋生物顺
利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并成功通过欧盟水产注
册和新资源食品。

2017年以来，鲁华海洋
生物主动加大研发投入，升
级提取和生产技术，南极磷
虾油已升级至Iceruby3 . 0。
据悉，欧盟水产品注册一直
以来都是我国水产品出口的
最高门槛，被视为打开并进
入欧洲市场的“护照”。欧盟
新资源食品的认可表明鲁华
生物生产的南极磷虾油完全
符合欧盟新资源食品新法规
及新资源食品联盟名单要

求，可直接在欧盟市场销售。
山东鲁华海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隶属于鲁华集团，是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山东省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共同控股的
一家生物技术企业，专注于南
极磷虾的综合利用和开发。先
后通过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的cGMP认证、瑞士通
标(SGS)的FSSC22000和
ISO22000体系认证、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的HACCP体系认证
等一系列质量管理规范体系
认证。此外，公司拥有Halal认
证和国际海洋之友认证。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
近日由中华健康基金会联合
济南耳鼻喉医院举办的“要
让你听见”关注听力损失健
康公益活动，自开展至今，已
为山东近六百名市民免费检
查耳朵。据了解，该活动截止
时间为3月31日。

活动期间推出耳内窥
镜、电测听和声阻抗三项耳
病检查费用全免和助听器免
费佩戴15天的惠民活动，此

外，针对耳聋耳鸣范围广、危
害大、进展缓慢，给家庭生活
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考虑，
活动特别推出耳聋耳鸣单疗
程最高限价2000元的优惠措
施。凡来诊耳病患者免费赠
送防噪音耳塞一副。有需要
的患者可通过电话、网络或
直接来院了解活动详情并预
约报名。报名电话：0 5 3 1 -
8 3 1 7 8 8 8 8 ，报 名 网 址 ：
www.jnebh.com。

爱爱耳耳月月免免费费为为市市民民查查耳耳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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