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岁染酒瘾导
致家庭破碎

45岁的邵勇来自淄博市临
淄区，因为父亲嗜酒如命，他从
小就跟着大人沾上了酒。邵勇
曾是公司的业务员，结识的朋
友比较多，酒场上常常是最能
喝的一个，因而还颇有点自豪
感，到后来，发展到经常在外酗
酒，几乎每天都得喝个两三斤。
正是从那时开始，他染上了酒
瘾。

邵勇的弟弟介绍，大哥酒
瘾厉害，酒精度数往往不会下来
50度，都是高度白酒。大清早一
睁眼就要喝上几口，平时只要有
空，他就会抱着酒瓶不撒手。

20多年来，邵勇饮酒无度，
每天酒不离身。邵勇告诉记者，
他喝多了也不会吐，但不喝酒的
时候他就想吐，而且全身发抖，
甚至会心里发急感觉喘不过气
来，并会不停挠头发。只要酒一
进肚，就立马和正常人一样。

邵勇原本拥有一个幸福之
家，妻子勤劳朴实，女儿乖巧懂

事。因为嗜酒，他不仅把自己的
工资全部花光，还到街道各家
店面赊白酒喝。时间一长，他欠
下的债务有上千元。妻子没有
办法，只得用家里的积蓄为他
还债，并祈求街道各家店主别
再卖酒或赊酒给他。为了喝酒
的事，两口子经常吵嘴、打架。
忍无可忍的妻子，于去年年底
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并带走
了十几岁的女儿。

妻子和女儿离开后的日
子，他生活无规律，贫困潦倒，
也被人看不起。一个人的日子，

邵勇经常拿着女儿临走留给他
的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女儿
是爱你的，为了家庭的幸福与
美满，希望你能把酒戒掉！”

酒精成瘾属精神
疾病，切不可“自戒”

上个月，邵勇在母亲及弟
弟的强力劝阻下，正式开始了
他的不知道是第几次的戒酒行
动。不料才戒了没几天，就出现
了流汗、手抖、精神恍惚等各种
症状，甚至还出现了幻觉和被
害妄想症。家人连忙将其送到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

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邵
勇停饮后再未出现之前的各种
戒断症状，医生说，接下来，经
过体瘾+心瘾同步戒断治疗一
段时间后，他很快就能和常人

一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
济南远大脑康医院戒瘾科

主任郭树杰介绍，酒精依赖是
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已经与
精神卫生、药物成瘾并列为精
神疾病，需要系统、科学的治
疗。自行在家戒酒，会出现严重
的戒断症状——— 震颤谵妄，会
导致神志不清、行为紊乱、幻听
幻视等危险症状，往往对生命
构成严重威胁。

山东酒精依赖防治公益服
务平台多年来联合济南远大脑
康医院戒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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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依赖防治公益服务平
台热线：400-1898-120

日日饮饮几几斤斤白白酒酒，，酒酒瘾瘾男男出出现现幻幻觉觉
专家：酒精依赖系精神疾病，戒酒需求助专业医生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记
者 王小蒙 实习生 任静

王钟琪)日前，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2019
年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
基金的评审结果，山东省立
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宋
勇峰的课题《糖脂代谢紊乱
调控的分子机制》获得该项
资助。

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
年基金成立于2008年，旨在
促进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成
长，培养造就一批国家层次
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吸引、鼓

励国内外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到我省工作，资助在我省进
行科学技术研究、学术上有
成就、技术上有重大创新和
突破、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青年
科技人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脂血
症的患病率逐年增高，据统
计，在我国20岁以上人群中，
高胆固醇血症的患病率为
9 . 0%，临界性高胆固醇血症
的患病率为22 . 5%。高甘油
三 酯 血 症 的 患 病 率 为

11 . 9%。”宋勇峰说，血脂异
常及其相关并发症已成为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公众健康
的沉重负担，防控形势严峻。
目前对于脂代谢异常的发病
原因并不明确，因此，开展脂
代谢异常的发病机制研究，
对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尤
为重要。

据了解，宋勇峰所在的
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验
室获批“山东省内分泌与脂代
谢重点实验室”，并且还是山
东省临床内分泌脂代谢的医

学中心。立足临床深入科研，
从医学实践中凝练和发掘科
学问题，围绕脂代谢异常的发
病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原创性
的研究：提出了垂体促激素直
接调控胆固醇代谢的理论，并
阐明了卵泡刺激素FSH与促
甲状腺激素TSH调控胆固醇
合成的分子机制；揭示了线粒
体功能障碍诱导肝脏脂质沉
积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
作用；阐明了促甲状腺激素
T S H 与长链非编码R N A
H19在肝脏胆汁酸代谢中的
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记者 焦
守广) 进入暑期后，迎来近视手
术高峰，特别是一些高考参军的学
生，以及毕业报考特殊岗位的大学
生，通过手术让视力达到录取标
准，那么近视手术术前需要做什么
准备？哪些人不适合手术呢？来听
听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专家怎么说。

“最近做手术的主要人群为在
校大学生，报考特殊专业的高中毕
业生，还有有摘镜愿望的18-50周
岁人群。”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
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季鹏博士告
诉记者。

“做近视手术需要年满18周
岁，近两年近视度数增幅小于50
度。”季鹏告诉记者，做近视手术，
首先要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然后是
一系列的术前检查。

“近视手术的确已经很成熟，
治疗方案也很多，但并不是适合每
一个人，需要通过综合术前检查评
估，看看是否适合手术，适合哪一
种手术方式。”季鹏表示，首先近期
眼表有急性炎症，像麦粒肿或角膜
炎，这类人不适合，必须等到好了
以后才能手术。第二类是患有全身
系统疾病，处于胶原结缔组织疾病
的活动期，也不适合。第三类是期
望值特别高，对手术有不合理的期
望。第四类是角膜厚度和形态异
常，角膜厚度和屈光度不能很好匹
配，这样的人也不适合，术后可能
会有残留度数。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中海地产旗下养老品牌———
济南中海锦年福居康养中
心，共同启动“锦绣年华·追
梦70年”年代秀老照片展示
暨年代老人评选活动，向大
家征集从1949年到2019年的
老照片和您的老故事,用您的

“年代秀”讲述时代的变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倩

江铁军年轻时是一位体
育门外汉，50岁以后才开始
跳绳健身，2004年又和一群
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开始田径
训练，成立了山东省直老将
田径队。今年74岁的江铁军
没想到，2005年从省直机关
单位退休后，他就开启了别
样的精彩人生。

“2004年，也就是退休的
前一年，我赴北京参加了国
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老
将田径锦标赛’55-59岁组的
跳远比赛，获得冠军；当年12
月，赴泰国参加‘亚洲老将田
径锦标赛’55-59岁组三级跳
远比赛，又夺得了冠军。”江
铁军从退休至今，已经获得
了200米、400米、跳远、三级
跳远、300米栏、4X100米接力
和4X400米接力等数十项冠

亚军。且至今保持着300米栏
全国老将的纪录。

退休后的江铁军收获颇
丰，不但个人拥有了健康的
体魄，还因为他的运动成就
及在老将田径界的威望使他
2005年成为中国田径学会老
将委员会的9个群众委员之
一，更让他从六万多名竞争
者中脱颖而出，成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传递奥
林匹克理想。

看着照片里的自己，江
铁军仍旧一脸豪情，“我并非
专业体育人员，运动只是我
的业余爱好，如今我74岁仍
然身体倍棒儿，而且还为国
家夺得多次冠亚军，为奥运
会传递过圣火，这些都是让

我引以为豪的精彩瞬间。”

快来参加“年代秀”
讲述您的年代故事

在之前的“年代秀”活动
中，著名特型演员谷伟、山东
省曲艺家协会原主席孙立生
都参与到活动中，十位年代
老人中，有年过六旬，仍然在
舞台上舞姿蹁跹的舞蹈家；
有带领艺术团的模特队队
长，有四处慰问演出的“兵妈
妈”，有到偏远小学做公益的
志愿者……每位老人用不同
的年代照片，讲述着自己和
时代的故事。

风采仍然在继续。征集
的“年代秀”照片和故事，将

陆续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和颐养山东微信公众号公开
展示,参与活动的照片和故事
将在8月2日发起四天的集赞
和投票,根据票数和集赞数选
出十位“年代老人”。

获得“年代老人”称号的
读者,不仅可以收获丰厚的奖
品，我们还将为其拍摄专属
视频,讲述属于他们的年代故
事,并由专业造型师为其量身
定做不同年代的造型设计,进
行公开展示。并于8月中旬举
办颁奖典礼，展示“年代老
人”的风采。

如果您也想讲述属于自
己的年代故事，欢迎向齐鲁
晚报发送您的年代照片。参
与活动的老人可在“齐鲁健
康大讲堂”公众号后台留言 ,
或 直 接 发 送 至 q l w b l l x @
163 .com,请注明姓名和联系
方式,每位参与的老人都将获
得精美礼品一份。

活动咨询电话：0 5 3 1-
85196158 0531-88767799

暑期迎来近视手术高峰

四四类类人人摘摘镜镜要要慎慎重重

拿下数十项田径冠亚军

7744岁岁老老将将成成为为奥奥运运会会火火炬炬手手

“亲爱的爸爸，女儿是爱你的，为了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希望你能把酒戒掉！”拿着
女儿留给自己的信，邵勇(化名)心中满是悔恨。

邵勇20多岁便染上了酒瘾，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两三斤白酒，妻子忍无可忍提出离
婚并带走了女儿。近日，邵勇尝试在家自行戒酒，竟出现手抖流汗和精神恍惚，还产生
幻觉和被害妄想症。济南远大脑康医院专家表示，自行在家戒酒会出现严重的戒断症
状，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

山山东东省省立立医医院院内内分分泌泌科科宋宋勇勇峰峰
获获山山东东省省自自然然科科学学杰杰出出青青年年基基金金资资助助

齐鲁健康大讲堂

根据山东省广播电视局有关
文件精神，同意注销山东省电影
器材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
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箭飞
联系电话：0 5 3 1 - 8 7 9 3 5 8 3 4 ，
13969000177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
路79号
邮编：250014

山东省电影器材公司
清算组组长：张云安

2019年7月29日

山山东东省省电电影影器器材材公公司司
清清算算公公告告

2010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马来西亚)中国队江铁军获1金1银1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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