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动

2015.12.7��星期一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黄蓉A04 要闻·科教卫

巧吃醋降压稳压，远离心脑并发症
醋能治病，早在《本草纲目》，《千金·

食治》，《医林纂要》 等诸多医学名著中就
有记载———“破血运，消痈肿，散水气，杀
邪气”。 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听说过，醋
能软化血管，还能降血压！但为什么有
的人不仅顿顿多吃醋，还有醋泡花生，甚
至天天喝醋，为什么没有效果或是效果不
理想呢……

这一切的疑问都可在新近出版的健
康书籍《百岁老中医醋疗降压大揭秘》中
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在书中，你可以了解
到民间流传的醋泡花生、醋泡黄豆、醋泡
鸡蛋效果都不太明显的主要原因，是泡法
和选料不对；在书中，你还可以了解很多
以前不知道的醋疗小妙招： 比如降血脂、
通便秘、治肠胃……而且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在家就可以防病治病；在书中，你还
可以借鉴醋疗研究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
在疾病的治疗上少走弯路；你可以从众多
醋疗康复患者的心得体会中汲取经验，不
走弯路！

该书图文并茂，语言简单易懂，实为
广大高血压、高血脂、老便秘、脂肪肝等中
老年慢性疾病患者健康长寿的养生宝典。
上市短短三个月，便有数十万患者阅读过
该书。 他们从原来的害怕、恐惧、束手无
策， 最终在书中找到了科学的醋疗方法，
摆脱了病痛，过上了健康人的生活！

读书解疑惑，在家康复慢性病
为了配合国家老年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工作，提高三高”人群尤其是老年慢性
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百岁老中医醋疗
降压大揭秘》 即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发放！
现在拨打：400-715-2008， 你就可以免费
得到这本备受医学专家推崇的健康宝典，
不收您一分钱。 全国限量 5000本！

本次活动由山西水塔醋业和相关部
门发起，权威可信，真实有效，为了让更多
人得到帮助，请真正患有高血压、高血脂、
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脂肪肝、便
秘、 免疫力低下的慢性病患者申领此书，
由中国邮政免费快递到家，不花一分钱，轻
松醋疗消疾病，健康长寿活百岁！

不花一分钱
教你用醋稳血压

全国免费
领取热线

免费发放
★本次活动为公益惠民
活动， 全程不收任何费
用，只要你一个电话，书
本即可送到家！
声明：

申领到本书者有机
会享受数千元健康补贴

《百岁老中医醋疗降压大揭秘》

400-715-2008
（仅限 50 岁以上人群申领）

本报12月6日讯 今天
上午， 从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召开的“2015中澳‘湘
雅—威斯密’ 移植高峰论
坛暨世界卫生组织—中国
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培
训会议”上传出好消息：中
国正式进入国际器官移植
大家庭， 肾脏移植有望纳
入大病医保。

捐献移植数量将创新高

据统计， 截至2015年
11月9日，我国公民捐献者
累计共5384例， 捐献各类
器官共14721个。估计今年
捐献移植的数量(包括亲体
捐献器官在内)将创历史新
高， 也是移植成功率及其
他各项指标最好的一年。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
委员会主任、 中国器官移
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
夫在会议上透露， 今年10
月17日召开的全球器官捐
献移植大会上， 理事会全
票通过决议， 中国正式进
入国际器官移植大家庭，
结束了中国移植界长期受
到排斥和孤立的历史。

可以预测，再经过数年
努力，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

界第一移植大国。 曾有不少人
担心，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
不愿意捐献器官。 但黄洁夫认
为，只要有好的管理体制，传统
观念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只
要捐献体系是阳光、公开、透明
的，大多数公民都愿意参与。

移植人才短缺

目前来看，移植人才短缺
正制约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
当前， 全国只有169家医院具
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
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仅
一百余人，能做心脏、肺移植
手术的主刀医生仅二十余人，
在有限的供体中， 有很多心
脏、肺被浪费掉了，因为没那
么多有资质的医生会做手术。

湘雅三医院移植中心主
任叶启发介绍， 目前湖南公
民器官捐献和移植技术均处
于全国前列，但湖南仅9家医
院具有移植资质，能做移植手
术的主刀医生仅30名左右。

“希望有关部门加快移植
医学人才培训，推动移植服务
能力建设，将具备移植资质的
医院扩展到300余家左右，培
养年轻医生四五百名， 这样
才能满足公众对移植医疗服
务的需求。”黄洁夫说。

移植高峰论坛长沙举行 今年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累计超5000例

肾脏移植有望纳入大病医保

黄洁夫透露，现阶段制
约器官移植发展的除了器
官供体的短缺，还有很大一
部分受限于经济原因。

“肾移植费用为终身
透析费用的1/3。”黄洁夫
分析，一个肾功能衰竭患
者， 终身透析大概需要
100万元， 虽然能维持生
命， 却无法进行劳动。如
果进行肾移植手术，让患
者恢复正常生活，手术治
疗费用在30万元左右。

目前，透析已纳入医
保。黄洁夫坦言，作为全
国政协常委，他明年的第
一个提案，将联合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
共同呼吁，将肾移植纳入
大病医保。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国清 余希 蒋凯

呼吁将肾移植
纳入大病医保

本报12月6日讯 “4000个就业
岗位，70%以上是环保类专业对口单
位。”昨天，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2016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尽
管目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但“对口就
业”却成为毕业生们关注的热点。

据悉， 今年该校学生和用人单位
通过微信服务平台等网络新媒体反映
真实需求、展示自我、发布各类信息，
有针对性地进行线上线下互动， 从而
降低学生应聘和企业招聘的成本。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彦妮

高校毕业生不爱跨专业就业

就业

美奥口腔医院直播种植牙手术
2小时种半口牙齿
手术台上就可吃苹果

本报12月6日讯 12月5日9点，
在长沙美奥口腔医院， 全省首次
ALL-ON-4全口种植牙直播手术
正在举行， 手术过程通过视频连接
到港岛演艺中心， 来自全省的千名
市民目睹了这场直播。

【种牙前】
缺牙后爱唱歌的她改练拳

今年61岁的方女士， 年轻时爱
唱歌跳舞。可惜近几年来，她的下半
口牙齿逐渐脱落，一张嘴唱歌，就露
出缺牙，让她尴尬不已。

没法随心所欲唱歌， 方女士只
好改练太极拳。 为了解决吃东西的
问题，她佩戴了假牙，无奈假牙的咀
嚼能力很差， 除了稀饭等烂熟的食
物。“一想到牙齿，心情就很低落，感
觉自己老了。”方女士坦言，一直在
想办法，盼能拥有满口新牙。

得知美奥口腔医院举行种植牙
手术直播后，方女士报名参加，并成
功通过审核。

【种牙中】
种好半口牙仅用2个小时

9点，手术正式开始。记者通过
视频看到， 主刀医生美奥口腔医院
种植牙专家叶宝定正有条不紊地进
行手术。

港岛演艺中心的大屏幕前，
1000多名观众正在观看直播，美奥
口腔医院院长赵鑫在作讲解。 赵院
长透露， 尽管医院在几年前就开始
用ALL-ON-4技术为患者种植牙，
但此次属于全省首次直播。

这种微创即刻种植技术利用口
腔CT精确的数据分析患者的口腔
结构、骨质、骨量，通过3D软件进行

种植牙修复方案设计， 手术时按照术
前设计好的位置、角度、深度进行种
植。让每一位客户的种植修复，都能得
到安全、高效的呈现。

此外， 传统的种植牙技术需要切
开牙龈，种植后要等待3-12个月才能
装上固定义齿。而微创即刻种植技术
无需切开牙龈和缝合，微创更无痛，2
小时即可戴牙，并能正常恢复饮食。

【种牙后】
在手术台上就可啃苹果

“手术过程中一点不疼，但还是能
感觉到在做手术，麻药是局部的。”2个
小时后， 方女士术前缺损的下颌已经
种好了牙齿，整个脸部都立体了些。经
过一系列的术后检查， 叶医生与方女
士作了细致交流后，递给她一个苹果。

“现在就可以吃了？”很久没吃过
硬食物的方女士，简直不敢相信，经过
医生的肯定，她张嘴啃下一口苹果。种
植牙部位的微微麻胀感提醒着她，牙
齿是真的“长好”了。爱唱歌的她，以后
又能“引吭高歌”了。

直播后， 观众们纷纷咨询种植牙
的事宜。“我一直不做， 就是怕痛。”缺
牙7年， 遭遇了各种不便的观众罗余
卿娭毑当场就决定，回家和儿子商量，
要去把这个手术做了。

据了解，参加此次直播的专家有
手术医生叶宝定主任、 刘靖主任、手
术讲解医生赵鑫院长。针对三位专家
的亲诊还在持续进行中，市民可拨打
89912222预约。 ■记者 李琪

直播专家亲诊持续进行中

互动

截至11月9日，我国公民捐献者累计共5384例，捐献各类器官共1472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