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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酒如命
坠入酒瘾泥潭不能自拔

对于酗酒者，很多人曾是
家里的骄傲。随着年纪越来越
大，酒瘾也越来越大，即使没
有任何饭菜，每次也要干喝到
醉醺醺为止。喝醉就骂人，在
家里胡说八道，搅得家里不得
安宁，这成为不少家庭的负
担。

经过家人苦苦相劝，有些
人还能克制一点，少喝一些。
可是，越往后酒瘾大得就已经
显出病态来了，喝完酒就闹事
发疯。

更可怕的是，一旦酒瘾上
来，原本曾发过誓要戒酒的
人，便会将亲情、感情完全抛
于脑后。不少家庭因此而破
裂，很多殷实的家庭，因为酗

酒者而日渐衰落。酗酒厉害以
后，甚至正常的工作、生活都
没法再继续。

多年来长期大量饮酒，如
今很多酗酒者在人们眼里，只
有呆滞。同时，各种病症也随
之出现，比如频繁的眩晕、昏
迷、抽搐、出血……但依旧放
不下酒杯，成了彻头彻尾的

“酒鬼”。

戒酒瘾
要及时去专业机构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很
多酗酒者被送入济南远大中

医脑康医院戒瘾科，接受心理
疏导、药物脱瘾、中医康复及

“成瘾细胞”毁损等多种酒精
依赖戒断技术的治疗。

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
戒瘾科郭树杰主任介绍，酒精
是一种精神活性物质，长期大
量喝酒、酗酒，大脑特定结构
会发生改变，并使多巴胺胺介
质释放增加，从而强化酒精的
行为反应，并产生“病理性快
乐中枢”。

我们的治疗就是将酒精
依赖症患者大脑内的“病理性
快乐中枢”进行高精度可控毁
损，改变中脑多巴胺代谢通路

中多巴胺介质的含量，消除心
瘾，从而戒断患者对酒精的依
赖，再配合药物治疗、中医治
疗消除患者的体瘾，这样戒酒
后就不会发生戒断反应，最后
再通过心理治疗，找出导致一
些患者饮酒的负面认知防止
复发，戒体瘾、断心瘾，身心同
戒同时又防复发的一个治疗
目的。

专家提醒：

自行戒酒易诱发幻听
幻视等精神症状

长期大量饮酒后突然停
止或减少饮酒量，在数小时后
容易出现手、舌或眼睑震颤，
并常有恶心或呕吐、失眠、头
痛、焦虑、情绪不稳和自主神
经功能亢进，如血压增高、心
跳加快等，少数病人可有短暂

性的幻觉或错觉。停饮后12-
48小时常常出现癫痫大发作，
俗称“羊痫风”。如果停饮超过
48小时，患者很有可能出现震
颤谵妄，表现为意识模糊，分
不清东南西北，不认识亲人，
不知时间，病人常常极不安
宁，大喊大叫，情绪不稳，容易
激惹，同时伴全身肌肉粗大震
颤，需注意引起横纹肌溶解
症。

郭树杰主任介绍，长时间
的酒依赖患者多半伴有身体多
器官不同程度的损害，切不可
盲目的自行强制断酒，特别是
酒量每天高度白酒一斤以上，
酒龄超过10年，突然停酒或戒
酒有风险，一定需到戒酒专科
医师评估，帮其戒酒治疗。

山东省戒酒爱心公益服
务平台热线：400-1898-120
济中医广审字[2019]第0521-063号

嗜嗜酒酒2200年年，，酒酒后后常常对对家家人人动动粗粗
男子在专业机构戒酒，专家提醒长期大量饮酒会产生“病理性快乐中枢”

不少人中年人嗜酒如命，20年来每天要喝差不多一
斤到一斤半的高度白酒。他每次逢酒必醉，酒后经常对
家人爆粗口，甚至对妻子儿女家暴，他们的家人们希望
能获得专业戒酒机构的帮助。

上午8：40大会正式开幕，济南
关节外科医院胡佩良院长、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王韶进教授分别致开幕
词。大会分为学术课程和学术讨论
两个主要环节，其中学术课程分为
四个阶段进行，共计18位人工关节
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上台分享了
自己的相关课题研究。

第一阶段，由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王韶进教授、山东省立医院孙水教
授、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聂志奎教授
主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曹永平教授
带来课题《髋关节置换翻修策略》，上
海九院李慧武教授带来课题《DDH全
髋置换股骨侧处理策略》，唐山二院
梁俊生教授带来课题《DAMIS手术与
快速(舒)康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韶进教授带来课题《髋关节翻修术
髋臼骨缺损的处理》。

第二阶段，由山东省立医院李
伟教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刘文广
教授、德州市人民医院李国顺教授主
持。首都医科大学世纪坛医院姚琦教
授带来课题《股骨粗隆间骨折内固定
治疗失败后髋关节置换术》，山东省
立医院孙水教授带来课题《单侧高脱
位CroweIV型DDH全髋关节置换术
的肢体平衡策略》，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闫新峰教授带来课
题《翻修髋中髋臼重建的选择》，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戴国锋教授带来课题
《髋关节软组织平衡》，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刘文广教授带来课题《肩关节置
换关键点分析》。

第三阶段，由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张冠宏教授、北大医疗王继东教授、
鲁西骨科医院高卫东教授主持。潍坊
市人民医院姜鑫教授带来课题《截骨
术后全膝置换的思考》，山东省立医
院李伟教授带来课题《TKA再认识》，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张冠宏教授带来
课题《211工程—PFF与骨质疏松》，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刘胜厚教授带来课
题《保膝手术的合理选择》。

第四阶段，由淄博市中心医院
徐东潭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王
呈教授、济钢总医院王梯健教授主
持。河南省骨科医院孙永强教授带
来课题《股骨柄的选择有那么重要
吗？》，淄博市中心医院徐东潭教授
带来课题《THA术中肢体长度控
制》，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殷庆丰教授
带来课题《成人髋痛的新认识》，山
东大学第二医院赵恒教授带来课题

《假体周围感染 ( P J I )诊治经验分
享》，济南关节外科医院王方带来课
题《侧卧位DAA入路在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术中的应用》。

18个精彩的课题演讲，向与会者
全面展示了人工髋、膝关节初次及复
杂置换、翻修等方面的新观念、新理
论及新技术，其中既有技术分享也有
热点探讨和案例分析，俨然是一场医
学盛宴。现场学术气氛浓郁，讨论热
烈，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此次关节置换研讨会的成功召
开，不仅为关节置换领域的交流提供
一个有效的平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
了人工关节置换技术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让我国的关节外科技术的再
上一个新台阶。

2019山东省关节置换研讨会圆满落幕

医医学学专专家家端端出出
人人工工关关节节外外科科新新技技术术盛盛宴宴

近日，共青团山东
大学委员会、山东省献
血办公室联合开展的山
东大学新学期无偿献血
活动在山大中心校区和
兴隆山校区同日举行，
百余名师生热情参与到
无偿献血活动中。据悉,
多年来山东大学共有6名
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

(通讯员 韩京华) 2019年11月3日，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济南关节外
科医院共同主办的“2019山东省关节置换研讨会”在济
南隆重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王韶进教授担任
大会主席，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刘文广教授、刘胜厚教
授、济南关节外科医院胡佩良院长担任执行主席，共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关节外科医生参与此次会议。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 ,因熬
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
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 ,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
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选用贵州名贵金钗石
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味地
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胃
泻火、行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咽干口苦、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一次30毫升,一

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适应症：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积。

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
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
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要重视 治口臭口疮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
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
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
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
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发
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
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
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
H52020539)，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并
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也用于疖、蚊虫叮咬、
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效，还能软

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本品
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简
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
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用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伊甲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

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5号

网址：http : / /gzwst .com .cn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

液、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

炎(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

肠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

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

泻。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В 鞣酸苦参

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

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程使用，巩固疗效。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

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1号

乙 类
OTC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014356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不良反应】少数人有

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019030034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甲 类
OTC

网址：http : / /www.gzwst.com 经销药店与下面伊甲相同

经销药店：济南：祥和堂药店 (高新齐鲁软件园)、聚成阁连锁、漱玉平民连锁、平嘉连锁、好药师连锁、天马医保城连锁；济
宁：广联连锁、明珠连锁；烟台：燕喜堂连锁；威海：燕喜堂连锁、环翠楼大药房；潍坊：金通连锁、远东连锁 ;青岛 :医保城、国
风、众生、成大方圆、利群、丰硕堂、海王星辰、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药店均有售。

经销药店：济南：三九连锁、祥和堂药店、聚成阁、漱玉、平嘉、海洲、立健、好药师、天马医保城；济宁：广联、漱漱玉、明珠；烟
台：立健、燕喜堂；威海：燕喜堂、环翠楼大药房；淄博：仁和堂；潍坊：金通、远东；青岛：医保城、国风、众生、、成大方圆、利
群、丰硕堂、海王星辰、同方、紫光、百姓阳光、北京同仁堂、一丰堂、春天大药房、鹤春堂等各大连锁药店均有售。。

甲 类
OTC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请用安场В鞣酸苦参碱胶囊

本品可刷医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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