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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赌瘾是一种心理疾病，应科学戒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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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上赌博难自控
一无所有也停不了

有不少患者在赌博前都
有幸福的生活，比如有自己的
事业，有自己的家庭，可一旦
碰上赌博，赢了一点小钱，觉
得钱来的太容易，就停不下来
了。再加上一些朋友们的怂
恿，就赌博上瘾，甚至会沾染
网络赌博。

虽然有时会输掉几万元，
但是仍然抱着翻盘的想法，就
一再地痴迷赌博。在这个过程
中，事业荒废了不说，甚至家

庭也分崩离析。不少人输掉了
家当，还要抵押房子，虽然有
悔恨，可是仍然停不下来。

赌博前后判若两人
患上“病理性赌博症”

患者的家人们有些会怀
疑其患上心理疾病。“自从我
们发现他的行为，反复劝说他
放弃赌博。”有些患者家属说，
每次总是信誓旦旦，说要痛改
前非，但不到一个月就又开始
重蹈覆辙。

不少家人发现，虽然家里
的钱被患者们输光，他们仍然觉

得无所谓，并坚信自己能赢回
输掉的钱。很多患者从勤劳博
爱的小伙子，变成了懒散自私
的人。

偶有无法赌博的时候，患
者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情况。
家人对他的行为不能理解，怀
疑是否患了某种心理疾病。

“病理性赌博症”
与酒精成瘾病征相似

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
戒瘾科郭树杰主任说，这些人
实际上患了“病理性赌博症”。

“病理性赌博症归属于冲动控
制障碍，又称为病态赌博症、
嗜赌癖。”郭树杰说，病理性赌
博者平时充满对赌博的向往
和冲动，赌博时感到愉悦和舒
畅，之后可能会有后悔、自责
或内疚感。

有研究指出，成瘾后的病

征与酗酒相似。“像上述患者，
常放弃正当的活动，甚至不顾
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郭树杰
表示，当病理性赌博患者赢时，
他想到赢的机会会再来；当他
输时，他认为输是赢的先兆。

“如果没有医疗干预，病
理性赌博者几乎不可能自发
终止其行为，必须接受药物和
认知行为治疗。”郭树杰说，对
病理性赌博者要有耐心，让其
感受更多的关怀。尤其是言语
之间要注意，总是埋怨和恶语
相向，可能导致患者产生“破
罐子破摔”的念头。要用家庭
的温暖融化赌博坚冰。

济南远大中医脑康医院
戒瘾科在戒赌治疗方面形成
了一套独特的治疗体系，该体
系囊括精确诊断、生理脱瘾治
疗、身心戒断治疗、巩固防复
发治疗、同步并发症共病治
疗、愈后追踪管理等6个阶段。

郭树杰主任提醒您：为了
孩子、为了妻子、为了父母、为
了家庭、为了自己，远离赌博，
珍惜自己平静的生活吧。
相关链接

如何分辨病理性赌博症

如何辨别病理性赌博症？
专家表示，病理性赌博症患者
往往有三个特点：不顾及家
庭，牺牲学业和工作；赌博时
间、频率都超出常人，不顾后
果增加赌注，觉得满足、陶醉；
会发生类似戒烟、戒酒的“戒
断反应”，即一旦停止，就困倦
乏力、失眠、食欲不振，恢复赌
博后这些症状就迅速消失。对
病理性赌博症的治疗，要用适
当药物，再配合心理治疗。

山东远大戒瘾中心公益
服务平台热线：400-189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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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容易成瘾，那种一夜暴富或一夜破产冰火两重天
的感觉，相信也只有切身体会的人才说的出来。赢的人想
继续赢，输的人想回本，最终，都是输家。

这些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大多数的赌博都有侥幸心
理，专家提醒，赌博是一种心理疾病，需要科学戒赌。

违章搭建的铁皮房被整洁
有序的镇区规划所取代，破烂
不堪、影响镇容的破败危房变
成了绿树成荫的农机停放处、
村休闲广场。村内违建的厂房、
棚厦被拆除，或成了农田，或植
树造绿、还路于民，拆违拆出了
一个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环
境，治乱治出了一个秩序井然
的宜居仁风。

自2017年以来，济南市济
阳区仁风镇依法拆除了违章
建筑50 . 7万余平方米，建立了
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了违章建
筑、乱搭乱建“零反弹”，而且
无一起信访维稳事件。

凝聚共识，形成
拆违治乱高压态势

镇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
拆违治乱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会议，做到思想统一，目标同
向，工作同步，明确任务，实行
包保，落实责任，定期调度，确
保了拆违治乱工作上下“一盘
棋”。摸底调查，掌握实情；宣传
发动，因势利导；制定方案，依
法处置；健全机制，长效管控。

在拆违治乱的攻坚战中，
坚持高位推进，强化组织保障。
各管区、国土、综合执法等部门
配合联动，发挥了各自职能作
用，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执

法中队作为行政执法力量，随
时待命，始终在拆违治乱工作
第一线攻坚克难。

攻坚破难，打赢
拆违治乱攻坚战

拆违治乱过程中，各工作
组真诚面对群众，做好政策法
规宣传，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建
议，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对
违建户，不厌其烦上门做工
作，反复讲清道理，耐心解释
不强辩。

仁风镇姬店村东南侧一
处违建农业园区，内有违建楼
房、违规养殖，对外经营农家
乐、休闲采摘，占用了基本农
田，属于典型的“农地非农、农
地经商”，带头挑战了全镇拆违
工作权威性，煽动了违建兴起
之风。仁风镇拆违工作组多次
上门反复深做违建户工作，寓

“情”于法，帮其谋划合理建设
用地，将拆违损失降到最低，最
终依法对其完成拆除，拆除面
积约1万平米。

仁风镇对所有的违章建
筑设立了时间表，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实行“销号”管理；
镇政府定期召开调度会，及时
通报各管区进展情况，对发现
的问题和苗头，及时调整和安
排部署。

长效管理，拆违
治乱深得民心

拆违治乱决不能一阵风，
过去就完了。如何打破“建了
拆、拆了建”的恶性循环？建立
长效精细化管控机制，保持新
增违章建筑、“大棚房”“零容
忍”是关键。

在拆违拆临行动中，仁风
镇坚持拆违控违并重，组织成
立了部门、管区、综合执法、村
干部为主的联合巡查队伍，实
行全天候、全覆盖、不间断、不
留死角的巡查，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将违建苗头扼杀在萌芽
状态。对新增违法建设始终保
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
面向社会公开违法建设举报
电话。由于渠道畅通、信息传
递及时，仅2019年上半年，仁
风镇打击新增违法建设12处
3512平方米，同比下降超过
50%。

拆违拆临、争创无违建镇仅
仅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建绿透
绿，提升城市品质，为群众营造
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下一步，
全镇坚持“以拆促建、以建促兴”
的原则，在获得拆违拆临效果的
同时，加大综合整治，振兴经济
发展，助力仁风腾飞。

危危房房变变广广场场，，仁仁风风争争创创无无违违建建乡乡镇镇

由济南五洲医院举办的
“大肠癌免费筛查”已持续数
月，受检者年龄从十几岁到八
十岁，但筛查结果却显示，在
这些人群中，发现息肉、癌前
病变、肠癌的患者年龄多集中
在40岁以上，其中有患者在接
受检查时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小疙瘩不痛不痒
大肠癌体内悄生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
会理事、济南五洲医院主任袁
宇驰表示，他曾接诊过一名患
者，出现便秘、便血、肛门疼痛

等肛肠不适症状，一直也没当
回事。后来便血症状加重，
甚至还出现了血块，且有肿
瘤脱出阻塞等症状。检查显
示 ， 不 仅 患 有 直 肠 粘 膜 脱
垂、混合痔，还查出肠息肉
(腺瘤病变)，其中腺瘤病变为
大肠癌早期病变。

袁宇驰主任解释说，大
肠癌早期症状与痔疮极为相
似，患者很难自行分辨，常
被当作痔疮，没能引起警惕。
直至出现便血量增多、腹痛等
症状，才去就医治。特别是中
年人，肩负工作与家庭的巨大
压力，能忍则忍，从而贻误了

最佳治疗时间。

肠癌确诊多为中晚期
早期信号易被忽视

袁宇驰主任表示，由于多
数人对大肠癌缺乏应有的警
惕性，再加上早期症状既不
明显也不典型，如便血、排
便习惯改变、大便性状改变
等，因此极易误诊漏诊，等
出 现 腹 痛 、 肠 梗 阻 等 症 状
时，多已是中晚期。

专家建议，除了有原因
不明的便血、慢性腹泻、长
期便秘等症状以及有痔疮、

肛裂、肛瘘等肛肠疾病的患
者，一些没有症状但年纪在
40岁以上人群，也都最好接
受一次肠癌筛查。

特别提醒
这些人为大肠癌高危人群

年龄大于40岁，具有以
下 一 项 者 为 大 肠 癌 高 危 人
群：

1 .有痔疮和长期便血；
2 .直系亲属有结直肠癌

病史；
3 .长期有慢性腹泻持续超

3月；

4 .大便异常，且持续一段
时间；

5 .有慢性阑尾炎、胆囊炎
或已切除阑尾和胆囊的；

6 .曾得过大肠息肉的患
者，肠道恶变率更高。

“定期的大肠癌筛查，不
仅使早期检出更容易治疗，
也有助于通过发现息肉或病
灶并在其癌变前摘除，从而
达到预防效果。”袁宇驰主
任表示，目前，由济南五洲
医院举办的“大肠癌免费筛
查”仍在继续，完全可趁机
做一次免费的筛查。
济医广审字[2019]第0712-123号

11月23日，由可恩口腔
医院主办的“爱牙俱乐部启
动仪式暨种植牙手术直播活
动”在济南可恩口腔医院和
谐广场医院成功举办。山东
省口腔口腔医学会会长魏奉
才，可恩口腔医疗集团医疗
管理中心质量总监、济南可
恩口腔医院和谐广场医院院
长万金华，种植科主任汪冬
冬，种植科主治医生王凯，
省市主流媒体及市民代表欢
聚一堂，共同见证爱牙俱乐
部的正式启动。

据了解，以爱牙俱乐部
成立为契机，可恩口腔医院
种植体费、正畸治疗费全额
补贴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中。作为全国挂牌上市的口
腔医院，可恩口腔医院履行
医者仁心，践行“普惠医
疗”，旨在帮助更多缺牙及
牙列不齐的市民解决牙齿问
题，从而惠及普通大众，服务
全民口腔健康。济南可恩口腔
医院接受广大市民预约，有需
要的市民抓紧时间啦。预约
电话0531-88810555

可可恩恩口口腔腔医医院院

爱爱牙牙俱俱乐乐部部启启动动
种植体费、正畸治疗费全额补贴答谢泉城

大大肠肠癌癌筛筛查查检检出出问问题题者者多多数数4400岁岁以以上上
有便血、肛门疼痛、大便习惯改变等肠癌高危症状，拨打健康热线：0531-85864008可申请免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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