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城7区交友群 为3900名单身“分配”对象
近期，济南微信交友群按照区域分为市中区、历下区、天桥区、槐荫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7个交友群，

每天都有近千单身发帖征婚，遇到喜欢的就私信加好友，在家坐着、躺着都能与异性开聊。咨询热线：82967520

“我们不找外地的”“可
以轻度残疾，但属羊的绝对
不行”“连房都没有，也敢来
相亲？”“中国式相亲鄙视
链 ”不 管 在 哪 个 城 市 都 很
火，这种父母“越俎代庖”式
相 亲 引 得 不 少 单 身 直 呼 ，

“找对象，能不能让我们自
己来啊！”现在，微信区域交
友群成为济南最便捷的脱
单方式，单身按照区域对号
入群，随时随地晒照征婚，
轻松搭讪附近单身，扩大社
交圈。摆脱“圈子小、工作
忙”等困扰因素，快速找到
心仪对象！

为帮女儿找对象

六旬母亲离家来济南

家住历下区的何小姐一想
到母亲给她找对象这事就哭笑
不得，“上周末的时候，我妈说
想我，要过来陪陪我，没想到一
来就不走了，天天在这给我相
亲。”记挂着女儿婚姻大事的何
妈妈特意从青岛老家来到济
南，替女“出征”找对象。“我妈
有六十多岁了，看着她每天早
出晚归的，心里怪难受的。”何
小姐叹气道。

今年29岁的何小姐在一
家外企工作，通过自己的努
力在历下区买了一套小两居
的房子。但因找对象这事，经
常与父母产生“摩擦”，她表
示父母挑人首看“硬件”，忽
略她的想法，这令她无法接
受。“我周末就放一天假，生
活圈子小，认识的异性也少。
我不想跟我妈吵，也不想委
屈自己。”何小姐强调，她理
解母亲的心情，但还是希望
能自己做主找对象。

单身按区域对号入群

找对象不用瞎折腾

偶然机会，何小姐扫码
进了“历下区交友群”，每天
空 余 的 时 间 在 群 里 聊 天 交
友，目前已有了目标对象。如
今，在济南越来越多的单身
选择加入了相应的区域交友
群，只要手机在线，就能与众
多异性单身互动，聊聊身边
趣事，满意即可加微信私聊，
当然，单身自己也能在线发
布附有个人生活照及择偶需
求的征婚帖，体验一把被“表
白”的幸福。

微信7区交友群，通过进
一步的细分，使单身找对象

更加精准、省时。想牵手附近
对象？想摆脱父母的催婚？那
就 赶 紧 扫 码 按 区 域 对 号 入
群，少走弯路、快速遇到有缘
人。

扫码进区域交友群

结交身边异性单身

足不出户参加免费线上相亲会
夏日来袭，躲在家里还

一直被喂“狗粮”？单身该如
何“自救”？这不，免费的微信
相亲会开办啦，单身躺在家
里就能“匹配对象”“搭讪”附
近单身，找个对象自己也能
秀恩爱。

即日起，每天晚上8点，
面向济南单身的线上相亲活
动——— 微信相亲会全面开
启。整合济南来自国企、事业
单位、医疗行业的优质单身
男女，按照兴趣爱好、本地交
友、职业匹配、性格相近或互
补来找对象，开展优质单身

推荐、婚恋心理大测试等互
动环节。扫码即可报名活动，
只要微信在线，何时何地都
能找对象。扫码即可参加线
上相亲会，找到心仪对象，机
会难得。

扫码入微信相亲会

随时线上晒照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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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十年竟引起视网膜脱离
老人差点失明，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医生妙手仁心让她重见光明

眼底微创手术 让老人重见光明

韩主任对张大妈进行了全
面眼部检查，发现大妈的视力几
乎丧失殆尽，病根就是糖尿病的
眼部并发症之一——— 增殖性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牵拉性
视网膜脱离。韩主任安排老人住
了院，并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
案。首先由医院内科专家为张大
妈进行血糖控制，使血糖指标符
合手术指征后尽快安排了微创
玻璃体切割手术。手术很成功，
张大妈的视力保住了，还恢复到
了0 . 2，老人十分惊喜。术后内科
专家还根据老人的情况，为其制
定了个性化的血糖控制方案，为
张大妈的身体健康进行全面护
航。张大妈对二院的医务人员感
激万分，表示一定按照医院内科
和眼科专家的建议，控制好血

糖，保护好眼睛。
“通过专业的眼科仪器，我

发现张大妈的眼底视网膜表面
大量增生的纤维血管膜，局部已
经引起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严重
影响到了她的视力。这种情况，如
果早发现早治疗，就不会拖到病情
如此严重的地步。”韩主任介绍说，
如果张大妈早一点来，早期给予恰
当合理的干预，不会发展到如此严
重的程度，也根本不需要做如此
复杂的眼科手术，视力还可以更
好一些。

什么？糖尿病竟然会引起眼
部病变，严重者还会引起视网膜
脱离而导致失明！

韩主任介绍说，增殖性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严重者的确会失
明，但是，如果早发现早治疗，患

者的视力完全可以保护得好一
些。为啥这种眼底疾病会专门瞄
准糖尿病患者呢？

韩主任介绍说，糖尿病患者
主要是胰岛素代谢异常，引起眼
组织、神经及血管微循环改变，
造成眼的营养和视功能的损坏。
微血管是指介于微小动脉和微
小静脉之间，管腔小于100～150μ
m的微小血管及毛细血管网，是组
织和血液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由
于糖尿病患者血液成分的改变而
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异常，使血
-视网膜屏障受损。视网膜毛细血
管内皮细胞色素上皮细胞间的
联合被破坏，造成小血管的渗
漏。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主要
发生在视网膜及肾脏，是致盲的
主要原因，千万不可忽视。

糖尿病患者高度警惕 眼底病变尽早就诊视力恢复好

对于糖尿病病程超过20年
的患者，几乎所有的1型糖尿病
以及超过6 0%的2型糖尿病患
者都可以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如何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的进程及减轻它的严重程度
呢？

(1)高血糖的严重程度和高
血压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非常
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糖尿病患
者日常生活中必须控制高血糖、

高血压、高血脂，将血糖和血压
控制在理想范围。

(2)务必定期进行散瞳眼底
检查，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非增
殖期，根据具体情况，可考虑眼
内注射抗血管生成的药物，眼底
局灶性光凝；发展到增殖期，则
全视网膜光凝。

(3)病情再进展到玻璃体积
血、牵拉性视网膜脱离时，必须
及早进行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

尽可能为患者争取一点光明。
韩方菊主任介绍说，糖尿病

患者即便没有眼部不适，也一定
要定期做眼科检查(每半年至一
年)，如果眼睛出现视物模糊必
须马上去眼科求诊，这是眼睛再
次给您发出的求救信号！韩主任
说，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不断攀
升，这种糖尿病眼病成为常见
病，早发现早治疗，患者依然可
以拥有明亮的双眼。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于娜

身患糖尿病十余年
的张大妈，近年来视力一
直不太好，她也没有当回
事，以为就是老花眼。没
想到，近期，她突然感觉
眼前有黑影，挥之不去，
而且连近在眼前的家人
的五官都看不清了。意识
到马上就要失明的张大
妈，马上让子女带她到济
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求诊。
专家韩方菊检查确诊，张
大妈由于血糖控制不太
好，出现增殖性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已到晚期，再晚
来一步，就面临失明的危
险。通过微创玻璃体切割手
术，韩方菊主任将张大妈的
视力恢复到了 0 . 2，大妈
握着韩主任的双手，连声
道谢。

韩主任告诉记者，65岁
的张大妈虽然身患糖尿病
多年，但心态一直很乐观，
觉得身体状况还不错，所以
一直未曾进行眼部检查。

“经过全面检查，我们发现，
张大妈的血糖控制得不太
好，近年来出现视物不清的
状况也没有高度重视。她自
以为是老花眼，始终拖着不
治疗，直到近期眼睛差点看
不见了，才想到来医院求助
专业眼科医生。”

韩方菊：济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眼
科学硕士。曾赴北京同仁医院跟
随国内顶尖眼底病专家学习。从
事眼科临床工作21年，有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擅
长眼科多发病及疑难急症的诊
断与治疗，尤其擅长眼底疾病的
治疗。能够熟练进行各类白内障
手术、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以及
玻璃体积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的玻璃体切割手术。先后在国家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SCI
收录2篇。

专家门诊时间：周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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