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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寻找最美微笑天使”收获动人笑容
钢琴十级、成为歌剧演员……他们笑着憧憬未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理
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对健康
的需求不再是有病治病，而是
防大于治，以及对生命质量和
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

作为祖国传统医学，中医
在防病治病方面一直有着独特
的功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
种保守的中药外治方法，这种
方法既可以治疗一部分疾病，
对没有疾病的也可以起到保健
养生的作用，它的名字叫“汽熥
疗法”。

青岛天道中医门诊于华芬
主任介绍，汽熥疗法是通过中
医传承配方，加上现代医疗辅
助加热设备，通过多次创新改
良和多年的临床实践，可以治
疗和改善骨关节疾病及其并发
症的中医疗法。

该疗法具备治疗和保健养
生双重功效，中医理论指出，人
体由经络来运行全身的气血
等，“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汽
熥疗法验证了经络不通会造成
全身多种并发症引起的疼痛或
其他病症的后果。影像检查结
果前后对比显示，通过该疗法
治疗后可以看到气血经络运行
开始流畅，治疗过程中高温中
药会通过汗毛孔渗透到颈腰膝
等病变部位上，化解附着在肌
肉筋腱等部位的阻塞经络运行
的垃圾瘀垢，通过汗毛孔排出

形成结痂后脱落，从而使肌肉
筋腱得到修复，椎间盘突出或
筋腱的异常牵拉力得到改善，
可以减轻神经、血管的受压，最
终实现缓解疼痛或恢复健康，
以提高生活质量。

病变部位的瘀垢排出后，
人体的气血可以再次输布，加
速新陈代谢，激活被困多年的
细胞再生，改善或消除疼痛等
症状。

临床病例显示，中医汽熥
疗法可以对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椎管
狭窄、骨质增生、膝关节炎、强
直性脊柱炎，以及因各种骨关
节病引起的高血压、头晕耳鸣、
干眼症、头痛眩晕、胸闷气短、
前列腺等并发症进行整体调
治。

中医汽熥疗法还可以实现
家庭调理，患者可以租借设备，
在家中治疗结束后归还设备，
实现异地同城共享。此外，患者
还可以在康复后把设备转给别
的患者使用，既能减少患者的
支出，又能有效节约社会资源，
避免了家用设备闲置导致的资
源浪费。

于华芬表示，汽熥疗法家
庭调理设备的共享重复利用率
非常高，设备也不会轻易损坏。
家庭调理设备方便了上班族患
者和异地治疗患者。

如过您正在遭受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退行性
病 变 等 疾 病 困 扰 ，可 致 电
15694407776咨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通讯员 王伟杰

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共同举办的

“2020年山东省健康科普大赛”，启
动近一个月来，已经陆续收到六百
余篇投稿。投稿中不乏视频、漫画、
文字等多种类型。通过科普大赛，
全省医务工作者以科学严谨的内
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共同致力于
健康知识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投稿将在9月
30日截止，参赛选手需将作品发送

至sdkpds2020@126 .com，注明“山
东健康科普大赛”参赛，并留下作
者、工作单位、职务和联系方式。欢
迎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加。

为推广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引
导人民群众提高自我防护和健康
管理能力，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

“学健康知识、享健康生活”氛围，
我省于8月19日正式启动2020年山
东省健康科普大赛。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承办。大赛将通过专家评审、公众
投票等方式，评选出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作品若干，并颁发获奖
证书。优秀的获奖作品和作者将有
机会入选山东省健康科普资源库
和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助力健康
山东建设。

为配合活动开展，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将开设“壹点问医·健康科普大赛”
专场，邀请获奖作品作者走进齐鲁
壹点演播室，进行健康科普在线直
播和问答交流；齐鲁壹点还将设立

“健康科普平台”，邀请获奖作者入
驻平台，发布科普作品，并择机与
读者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郑晓薇

山东省“乐享银龄·做健康老
人”知识竞赛启动两周以来，已有
超一万人次参与在线答题。9月15
日，答题即将截止，还有想要参与
的老年朋友们抓紧啦，参与即有
机会赢奖品。

8月24日山东老年健康宣传
周启动当天，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开展
的“乐享银龄·做健康老人”知识竞
赛、“乐享银龄·百岁老人谈养生”
等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启。知识竞
赛活动启动两周以来，已答题一万
余人次，答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
月15日，参与即有机会赢奖。

竞赛试题以《健康山东老年
健康行动(2020-2022)》《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66条》《老年健康核心
信息20条》《老年失能预防核心信
息》《阿尔茨海默病预防与干预核
心信息》《老年人膳食指南》《预防
老年人跌倒安全指南》、常态化疫
情防控等知识为主，旨在普及应对
人口老龄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无误项目、医养结
合、安宁疗护等相关政策。在让老
年人了解政策，提升健康素养的
同时，进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
老人、关注老人健康的浓厚氛围。

参与答题的人群中，不乏六
七十岁的老年人。69岁的陈阿姨
和老伴，都参与了答题，“有的题
目看着简单，但是回答起来有难

度，我们俩商量着做了三遍才都
答对。”陈阿姨说，通过这个答题
可以了解相关政策，获取健康知
识，挺有意义。

同时，为传播健康知识，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还开设“壹点问
医·乐享银龄”专场直播，邀请省
内知名专家，围绕老年人身体和
心理等方面，开展一些慢性病和
常见病的科普宣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韩虹丽 摄影记者 陈文进

将来要当音乐老师

杨宝琼

又是一天艳阳高照，9月2日，
在山东艺术学院校园里又恢复
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因为是一
所综合性艺术高校，学生们交
谈起来的声音特别悦耳动听，
在通往教学楼和宿舍的路上，
仿佛就像是走在有聚光灯的舞
台那般，男学生女学生都是身
姿挺拔，姿态昂扬。

这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山东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早早就
拖着行李来到了亲切的校园，
在寝室安顿好后，就要投入到
新的课业之中了。

“首先是非常开心，过了大
半年又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
老师和同学，开始了新的学习

与生活，一切都步入正轨，很开
心。”19岁的杨宝琼新学期就要
上大二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济南小妮，杨宝琼说自己从小
就喜欢声乐，所以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山东艺术学院，她选择了现
代音乐学院音乐学师范类专业，6
岁学声乐、9岁学钢琴、13岁的时
候就考得了钢琴十级，正是这份
热爱，让杨宝琼将音乐与自己
的人生合二为一。

除了热爱音乐，她还希望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将自己的
所学和对音乐的热爱传承给下
一代。在学习方面，杨宝琼坚持
专业学习，按时上网课，按照要
求锻炼手指的灵活性，训练声
带的控制性，为进入新学年的
学习打下基础。

“现在每天都会坚持练琴
3、4个小时，未来是想考研、考
博，从事教育行业吧。”说起对未
来的畅想杨宝琼笑得很甜。

提醒自己保持童心

20岁的吕文韬来自青岛，是
名大三的学生，是音乐学业师范
类专业。“我们是一个综合性比
较强的专业，因为除了要学习
专业的音乐知识以为，还要学
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吕文韬说。

吕文韬

除了每天按部就班的声乐知
识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基
本技能都是需要掌握的。吕文韬
在班级里不仅是一名学生，优秀
的她还有多种身份：班长、学生会
秘书处秘书长、记者站副站长等。

每一个职务都是吕文韬积极
参加竞选获得的，这也是老师与
其他同学对她的信任和认可。因
为职务较多，再加上课业学习让
吕文韬在校园的生活格外忙碌。

“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空闲时间了，
但能够在校园生活中丰富自己，
提高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就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吕文韬笑着说。

对于未来的规划，吕文韬表

示还是想好好做好眼前的事，比
如先考取教师资格书，再把英语
四、六级考出来，将来也会力争成
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与孩子
们一起保持童心。

将来想成为歌剧演员

陈俊瑜

20岁的陈俊瑜是音乐学院
声乐表演专业美声唱法的二年
级学生。

出生在声乐家庭，陈俊瑜从
小便受到了父母的熏陶。“我爸妈
都是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学
生，如今我考到这来过一过他们
的生活。”陈俊瑜说，

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
陈俊瑜从小就跟着父母学习声
乐，假期里他也没闲着，连续参加
了三场声乐比赛，还曾获得了山
东 省 青 年 歌 手 大 赛 一 等 奖 。

“嗨，没什么厉害的，以后还得
继续努力呢。”陈俊瑜腼腆的笑
笑说。新学习开学后，陈俊瑜要
求自己每天至少要留3-4个小
时的时间练习声乐，还要努力
把研究生考出来，最大的梦想就
是能学以致用，未来从事职业演
唱当一名歌剧演员。

笑容是我们的重要“名片”,
也是最美的沟通语言。自信美丽
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 ,不仅能改
变自己的心情 ,还可以缩短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 ,关键时刻还能缓
和气氛、化解矛盾,传达我们的友
好。在对别人的微笑中,你也会看
到世界对自己微笑起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可
恩口腔发起“可恩口腔杯”寻找最
美微笑天使活动，活动将于8月25
日-9月10日持续进行。投稿结束
后 ,我们将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5位最
美微笑天使 ,并举行颁奖仪式 ,颁
发获奖证书和奖品:价值580元可
恩声波电动牙刷+价值1000元的
美牙基金。

每人可提供1-2张照片,将照
片清晰原图发送到zuimeiweixiao
@sohu.com,邮件以“姓名+最美微
笑天使+联系电话”命名 ,并附上
关于最美微笑的感悟或者投稿照
片背后的故事(篇幅不限)。投稿照
片将在齐鲁晚报和齐鲁壹点APP
进行展示。

超火热！健康科普大赛收600余篇投稿
投稿截止日9月30日，大家赶快来参加吧

山东“乐享银龄·做健康老人”知识竞赛
万余人次参与在线答题

中医外治

为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寻找最美的微笑，感受美好的生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可恩口腔发起“可恩口腔杯”
寻找济南最美微笑天使活动，收获了很多令人动容的笑容。本期为大家展示几位充满青春气息
的微笑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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