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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晚晚报报““线线上上问问诊诊””栏栏目目上上线线
首期邀请省中医教授高毅坐诊，在线讲解“骨质疏松预防及治疗”

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也影响着传统医疗模式的改变。为落实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助力医养健康规划，借助互联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更好地服务广大居民，齐鲁晚报特推出“线上问诊”栏目———《齐鲁微诊》。栏目将定期邀请省内外权权威专家坐诊，在线为大家进
行健康科普讲座，普及健康知识，同时为广大市民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以下为最近两期讲座。咨询电话话0531-63816055。

本报济南7月16日讯(记者
陈晓丽) 三伏天马上就到，而一
年一度的三伏贴也要开始了。济
南哮喘病医院将举办“冬病夏治”
三伏贴免费贴敷活动，每伏的第
一天(7月17日、7月27日、8月16日)，
该院将进行免费贴敷活动。

专家指出，对于患有呼吸系
统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夏
天是一个不应放过的最佳治疗时
机。在夏季，由于影响其发病的气
候因素比较少，症状通常比较轻，
有足够的时间扶正固本，以提高

肌体的免疫能力，对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更加显著。

济南哮喘病医院结合该院
多年来的中医药治疗哮喘疾病
的经验，精心调试了贴敷药材
的配伍和组合，使贴敷药效更
加契合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
等呼吸系统疾病。有需要的市
民可拨打电话：0531-66621115
报名，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更
多咨询。

专家提醒，妊娠期妇女、6岁
以下的幼儿不可贴敷；该院三伏

贴正常贴敷时间为六个小时，若
有皮肤过敏感觉不适，请提前去
除；非免费贴敷时间内，医院将正
常收费贴敷。

济济南南哮哮喘喘病病医医院院三三伏伏贴贴免免费费贴贴

葛医药资讯

目眩和头晕医学上统称
为眩晕，是由于某些疾病导
致脑组织长期缺血(或氧)的
营养供应而出现的控制身体
平衡系统的脑神经功能紊乱。
眩晕，晕在表面，根在内部，对
人体的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
疗，极易形成脑溢血、冠心
病、老年痴呆等重大疾病！

健脑益气片是国家药监
局 审 批 的 国 药 准 字 号
(B20020076)专门针对各种眩
晕症的纯中药专业治疗药
品。具有益气，升阳，健脑功
能。方中黄芪、川穹、蔓荆子、

白芷、黄柏等20余味大组方
能够全面调理脏腑，恢复脑
神经机能，清肝养血，化痰袪
阻，抓住病根从根本上治疗
眩晕。健脑益气片适用于老
年及过度疲劳所致的头晕目
眩、神疲倦怠、心悸、气短及
美尼尔氏综合征，脑动脉硬
化，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植
物神经紊乱等，上市多年，效
果确切。

健脑益气片每天一次，脱
离眩晕这颗定时炸弹，整个人
神清气爽，重享健康生活。

去眩热线：400 700 8825

眩眩晕晕，，身身体体发发出出的的危危险险信信号号

著著名名皮皮肤肤病病专专家家孙孙建建方方88月月来来济济
被“顽疾”困扰患者可提前预约

本报济南7月16日讯
(记者 孔雨童) 8月3日,我
国知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
授将来到济南市皮肤病防治
院进行会诊 ,市民可以提前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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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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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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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n sp fy”加关
注——— 进入主页预约。

讲座主题：《骨质
疏松症预防及治疗》

讲座嘉宾：高毅，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 (山东省中医院 )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
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骨质疏
松分会首任会长、中华
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
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
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擅长骨质疏松症、颈肩
腰腿痛、内科疑难杂病
中西医结合治疗，更年
期综合征、亚健康状态
中医药调治等。

讲座时间：7月19
日(周四)上午9点-10点

参与方式：微信搜
索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 注 公 众 号“ e 养 山
东”，进入公众号后即
可收到讲座通知，点击
进入即完成报名。您如
果有想问的问题，可提
前将问题在下方对话
框内输入，勾选对话框
内《提问》按钮，然后发
送即可。讲座开始后，
我们将选择部分问题，
请主讲嘉宾解答。

邀请有福利：讲
座还欢迎您邀请您的

亲朋好友一起收听。
进入直播间后，点击

“ 邀 请 朋 友 一 起 听
课”，分享邀请二维
码，即有机会获得精
美小礼品一份。

讲座主题：
如何能让肺癌被

发现在“萌芽”中
讲座嘉宾：丛波
主任医师，硕士生

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胸外科主任，山东省
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副
主委。分别于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及山东大学
第二医院从事胸外科
工作30余年，在胸外科
专业技术和经验上有
较深的造诣。

讲座时间：2018年
7月20日(周五)上午9：
30-10:30

参与方式：微信
搜索或扫描下方二维
码关注公众号“e养山
东”，进入公众号后即
可收到讲座通知，点
击进入即完成报名。
您 如 果 有 想 问 的 问
题，可提前将问题在
下方对话框内输入，
勾选对话框内《提问》
按钮，然后发送即可。
讲座开始后，我们将
选择部分问题，请主
讲嘉宾解答。

邀请有福利：
讲座还欢迎您邀

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

收听。进入直播间后，
点击“邀请朋友一起听
课”，分享邀请二维码，
即有机会获得精美小
礼品一份。

扫描二维码报名收

听骨质疏松讲座，可以

线上提问专家解答。

扫描二维码报名收

听肺癌早诊讲座，可以

提前将问题从后台提

交。

患患有有精精神神分分裂裂症症该该如如何何应应对对？？
本期心理健康大讲堂为您解答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本报记者 王倩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和影
视作品中出现了“精神分裂症”
的字眼，在电视剧《七个我》中
张一山饰演的沈亦臻更是罕见
地拥有七重人格。那么精神分
裂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真的
有那么可怕吗？

下周四(7月26日)本报和山
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办的心理
健康大讲堂将邀请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增训开讲

《如何应对精神分裂症》，广大
读者可于当天下午三点到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楼四楼
412会议室参加。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精神
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为3 . 8‰～
8 . 4‰，刘增训表示，精神分裂症
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障
碍，具有认知、思维、情感、行为
等多方面精神活动的显著异常，

“精神分裂症可能会导致明显的
职业和社会功能损害，是导致精
神残疾的最主要疾病。”

专家表示，精神分裂症一个
很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思想里面

的“我”常常听到“某一个声音跟
自己说话”，或者说看到“某一个
人在跟自己说话”，这里面的“某
一个人”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

“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不意
味着无尽的绝望，目前存在多
种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刘
增训告诉记者，现在针对该病
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家庭护理等多个方面，具体
到每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
则需要专业医生根据每个人的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怎样才算精神分裂症？有
没有先兆？确诊后该如何进行
治疗？下周四(7月26日)下午三
点，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
诊楼四楼412会议室，本报健康
大讲堂特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专家刘增训为大家介绍如何
应对精神分裂。

广大读者可拨打电话0531
-85196052或0531-85196381进行
报名，专家还将在讲座现场解
答读者的提问。

刘增训，医学博
士，山东大学教授，山
东大学硕士生导师，山
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
任医师。

擅长治疗精神分
裂症、抑郁症、躁狂症、
强迫症、焦虑症、失眠
症、戒酒戒毒及心理咨
询和治疗。

讲座地址：山东省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楼
四楼412会议室。

地点 :济南市历下
区文化东路49号(市民
可乘坐18路、K59路、75
路、110路、123路到文化
东路燕子山路站下车 ,
文化东路路北)。

专家简介

济济南南市市中中心心医医院院
获获医医学学工工程程最最佳佳管管理理团团队队奖奖

本报济南7月16日讯(记
者 陈晓丽) 近日，山东省
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在泰
安召开第十一次医学工程学
术会议。该次会议从国家政
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医疗
设备招标采购、医疗设备管
理、医用耗材管理等方面邀
请全国知名专家作精彩学术
报告，所授课题为国家最新
政策与法规、国内外行业发
展与形势、先进管理理念与
技术，技术前沿，权威性强。

会上对推选出的2017年
度山东省医学工程优秀论文
6篇、优秀组织奖6个、最佳管
理个人6个、最佳管理团队奖
6个进行了现场颁奖。济南市
中心医院器材设备管理处获
得“最佳管理团队奖”。

此次学术会议，内容丰
富、互动活跃，全省医工同仁
们一起探讨学术发展，交流
学术经验，分享临床工程成
果，学术氛围浓厚，受到与会
人员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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