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酒瘾瘾男男子子醉醉后后尿尿失失禁禁还还常常打打人人
专家：酒精成瘾属精神疾病，需专业治疗

尿失禁、打老婆、打骚扰电话……经常喝醉的他“做尽了丢脸的事”。为
了让他戒酒，多年来一家人用尽所有办法都没有起到效果。今年5月中旬，在被
家人强行劝阻在家戒酒时昏迷，他被家人紧急送到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科，
终于成功戒掉了酒瘾。

每天两斤白酒
醉酒出尽洋相

家住济南市槐荫区的老
宋(化姓)，今年刚满50岁，
喝了20多年的酒，是当地有
名的“酒疯子”。每天要喝
2至3斤酒，三顿饭没有酒就
不动筷子，用他的话来说，
没有酒，饭菜就像锯渣一
样，难以下咽。若是遇到参
加宴席，一般能喝4到5斤，
不醉不归。

回到家后，尿失禁、打
老婆、打骚扰电话……出洋
相的事情不断，远近闻名。

陪老宋一起来到济南远
大脑康医院戒瘾科的爱人徐
女士(化名)对笔者说，只要
在外面喝高了，他可以醉到
连家人都不认识，甚至尿失
禁而不自知。“喝多了不睡
觉，常常半夜给人打电话。
还和我吵架，把我打得鼻青
脸肿，可事后却一点不知道
自己干的那些糗事。”

自行戒酒导致昏迷
送医及时转危为安

为了帮老宋戒酒，爱人
把酒藏起来，把他的零钱控
制起来，他总是想方设法去
赊酒喝，或者变卖家里的东
西凑钱喝酒。

看到老宋死不改悔的样
子，今年5月初，徐女士把
老宋家人都喊到一起做说服
工作，徐女士和儿子甚至当
众下跪求他戒酒。无奈，老
宋下定决心戒酒。没想到，
才隔了一天不喝酒，他就心
如猫抓，第二天，竟然出现
了兴奋、失眠、焦虑不安
等，到了第三天，竟然发生
了肢体抽搐抽筋、大汗淋
漓、入睡不安、神志不清等
昏迷戒症状，还产生了幻
觉、说有人要谋杀他。这可
把家人吓坏了，赶忙把老宋
送到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
科戒酒病房。

酒精成瘾属精神疾病
戒酒瘾需求助专业医生

“现在我就听郭主任
的，定期复查，好不容易成
功戒掉了酒瘾，余生绝不沾
酒，好好报答妻子。”老宋
笑着说，“想想过去不堪回

首的往事，我现在真有重生
的感觉，也真切地感到人生
的美好和家庭的幸福”。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
科郭树杰主任告诉笔者，酒
精依赖是一种疾病，有其遗
传学和生物学的因素。患此
病的人，往往有其特殊的体
质，令其喝酒很容易产生依
赖，一喝就上瘾，此外也有
社会心理因素。济南远大脑
康医院戒瘾科，最大的特
色，就是注重心理和身体同
步治疗，精神、心理辅导与
中西医结合治疗全程同步，
效果特别明显，对各种程度
的酒瘾患者，都能采取针对
性地因人因病施治，确保达
到治病症、戒体瘾、断心
瘾、防复饮的目的，帮助患
者彻断酒瘾，回归正常家庭
生活。

郭主任强调，酒精依赖
比较难治，患者需要接受
正确规范的心理治疗。因
此，必须找专业机构帮助
戒酒，也离不开多方的共
同努力、尤其是家人的支
持。

山东省酒精依赖防治公
益服务平台热线：

4 0 0- 1 8 9 8- 1 2 0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王倩) 随着三伏天的临近，

山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秉承
“治未病，弘养生”的宗旨将于7
月1日开始为市民贴敷三伏贴。

记者了解到，今年山东省
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将免费为
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免费进
行中医经络检测，辨识人体经
络的虚实状态。然后根据个体
不同的经络状态，辨证选穴施
药，再配合免费伏药罐，调节
人体经络平衡及虚实状态，做
到贴敷疗效最大化。

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
市民在周一至周日均可前往
山东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免
费进行中医经络检测，而且还
有专业医生免费进行中医经
络检测的解析、咨询、答疑和
养生指导。

据悉，三伏贴是一种传统
的中医治疗方法，以辛温祛寒
药物直接贴敷于穴位，由中药
对穴位产生刺激，从而达到治
病、防病的效果。之所以选择
在三伏天进行贴敷，是根据中
医“冬病夏治”的理论。

省省中中医医治治未未病病中中心心
三三伏伏贴贴77月月11日日开开贴贴

医药资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打造“幸福院+周转房”
的农村集中居住养老模式

在单县高韦庄镇高刘庄
幸福院，有这样一幅景象，
在村民宋述春的周转房里，
村民们一起喝茶、聊天、看
电视，其乐融融。

宋述春腿部患有疾病，
丧失劳动能力，是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搬来幸福院
居住之前，他一直在村里独
居，很少与人来往。“之前房
屋比较破，没人来我那里玩，
自己一个人整天闷闷不乐
的。”宋述春说，现在搬到了
周转房，水、电、太阳能都有，
出去玩也不用出屋，大家一
起看看电视说说话，挺好。

而高韦庄镇仵袁庄村幸
福院则在此基础上更加体现
了互助养老的模式，同一个
村的老人，邻里间互相熟悉、
互相照应。目前，该幸福院已
入住18户共20位贫困老人。
村民黄现华说，幸福院里有
电视、厨房、卫生间……生活

很方便。平时大家一起拉拉
家常，你帮我，我帮你，可以
互相帮忙照顾。

据了解，开展“农村幸福
院+周转房”试点是我省紧密
结合农村危房改造，积极推
动建立农村分散供养特困老
年人、低保家庭老年人、建档
立卡贫困老年人集中居住的
养老新模式。“这样不仅统筹
了农村的周转房建设，还加
入幸福院的服务功能，这是
一种解决农村养老的新方
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此，省级安
排了1 . 6亿元资金，在全省20
个县开展试点工作。

近日，省民政厅等四部
门联合下发《推进农村老年
人相对集中居住养老实施方
案》，其中明确提出建设新型
幸福院，打造“幸福院+周转
房”的集中居住养老模式，实
现居住、就餐、娱乐、医疗服
务等“一院多能”，推动解决
农村老人居住困难、生活孤
独等问题。

对符合条件的幸福院
山东将提供运营补贴

“很多村都是‘空壳村’，
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收入，这
些都阻碍了幸福院的正常管
理运营。”

据悉，目前全省共建有
农村幸福院1 . 1万多处，其
中70%能正常运营，30%不
能达到正常运营状态。该负
责人表示，这与村两委班子
不够重视、集体经济薄弱、
扶持政策不健全等多方面原
因有关。

他表示，下一步省民政
厅还会出台《加强农村幸福
院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意
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
加强分类管理，实行一村一
策，结合村情民需和村级财
力等因素确定服务内容，推
动各地形成适合村情、符合
群众需求的幸福院建设和运
营模式。

另外，在资助政策方
面，该负责人表示，以前对
幸福院有3万元的建设补贴
和3万元的开办补贴，下一
步，还将对符合条件的幸福
院发放运营补贴，为幸福院
持续运营提供支持。“指导
各地采取政府支持一点、集
体投一点、社会捐一点、个
人拿一点的办法，拓宽资金
来源渠道。同时，利用政府
购买公益性岗位、村干部兼
职等方式，配备管理服务人
员，建立幸福院长效运行管
理机制。”

我我省省11 .. 66亿亿试试点点““农农村村幸幸福福院院++周周转转房房””
“一院多能”助农村特困老年人实现“组团养老”

目前，山东安排了1 . 6亿元资金，积极开展“农村幸
福院+周转房”试点工作，推动建立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老年人、低保家庭老年人、建档立卡贫困老年人集中居
住的养老新模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4月份，山东电视台《问政
山东》栏目曝光了我省个别
养老院服务质量不高等问
题，节目直播结束后，省民政
厅连夜召开整改部署会议，
在整改具体问题的基础上，
随后成立了16个专项整改小
组，举一反三，深入基层一线
指 导 和 督 促 整 改 ，对 全 省
22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排查
整改一遍。

“为了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国家和省里出台了一系
列养老服务规范和标准，持
续开展了养老服务院服务质
量专项行动，每年都开展养
老服务与管理人员免费培训
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养老服
务的专业化、标准化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

省民政厅联合相关部门开展
了全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认真对照115项养
老服务质量指标，对全省所有
养老机构进行了对标达标、整
改提升。对部分养老服务质量
差、安全隐患突出的养老机构
坚决整改关停。目前，全省已
关停527家养老机构，全省养
老机构服务合格率也从2017
年的76%达到96%。

近日，为加强对养老服务
组织的监管，加大对养老服务
违规行为的查处惩戒力度，保
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省民政
厅对全省各县(市、区)养老服
务质量监督电话予以公布，主
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下一步，省民政厅推动将
养老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推动
出台《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
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推动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4月份以来，针对媒体曝光的部分农村幸福院闲置、
服务功能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山东省民政厅组织
专门工作组第一时间进行实地调查、督促整改，指导各地
因地制宜，加强分类管理，实行一村一策，推动农村幸福
院持续、规范运营。

全省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进入第三年

累累计计关关停停552277家家养养老老机机构构

链接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王小蒙) 近日，济南市天桥

区卫生健康局召开了全区基
层医疗机构省级绩效评价通
报暨医疗安全质量工作部署
会。天桥区卫健局党组书记、
局长梁承海，从加强医德医风
建设、行业自律等方面对辖区
基层医疗机构做了重点要求，
进一步增强了全系统的廉洁
自律意识。

一直以来，天桥区卫生健
康局都高度重视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始终坚持“管行业必
须管行风”的原则，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职责的层级分明、
权责明晰、全面覆盖的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体系。此次工作部
署会上要求，基层医疗机构要
守好三条底线做好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一是医疗质量、医
疗安全的底线，二是医疗环
境、人身安全的底线，三是廉
洁自律、反腐败的底线。这三
条底线关系到群众安危，也关
系到卫生健康事业大局。

济南市天桥区卫生健康局

狠狠抓抓行行业业作作风风，，加加强强廉廉政政建建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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