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福行动第15批
公益种牙获益者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种植方案
陈*华 男 85岁 免费种植1颗
宋*苗 女 83岁 免费种植3颗
林*英 男 91岁 免费种植2颗
程*香 女 78岁 免费种植3颗
谢*勤 女 78岁 免费种植3颗
景*旺 男 75岁 免费种植5颗
方*豪 男 81岁 免费种植2颗
潘*英 女 78岁 免费种植3颗
梁*权 男 87岁 免费种植4颗
张*华 男 86岁 免费种植3颗
黄*辉 男 81岁 免费种植3颗
刘*国 男 79岁 免费种植2颗
袁*英 女 84岁 免费种植3颗
刘*恒 男 87岁 免费种植6颗
廖*元 男 88岁 全口种植援助70%
曾*田 男 86岁 全口种植援助70%
唐*琪 女 82岁 半口种植援助60%
余*尧 男 80岁 半口种植援助60%
王*民 男 81岁 半口种植援助50%
李*涛 男 82岁 多颗种植援助50%
关*国 男 81岁 多颗种植援助40%
谭*军 男 78岁 多颗种植援助50%
肖*春 女 85岁 多颗种植援助50%
（因版面原因，公布部分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T4 2019.10.10 星期四 责编：刘惠（电话：18613998217）版式：陈文旭

湖南·保健

近3个月来，48岁的李卫国（化名）
一直被反复出现的左肩疼痛、僵硬折
磨，神经被牵扯着的刺痛感，让身为木
匠的他一度干不了活。他先后看了不
少医生，始终没效。偶然得知梅溪湖三
真康复医院的欧阳文湘医生治颈肩腰
腿痛有专长，于是慕名而来。在欧阳医
生的妙手治疗下，仅仅10分钟，李卫国
的肩痛消失了。现在，他已能活动自如。

肩膀痛常被误诊，要先明确病因

“欧阳医生，我这‘肩周炎’疼了大
半年了。贴膏药、按摩、打太极，能想
到的办法都试过了，都治不好。”李卫
国一进诊室，还没来得及坐下，就跟欧
阳医生说起自己的情况。欧阳医生笑
着说：“您先坐下，让我给您看看吧。”
欧阳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他：“您这可
能并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

这种情况，欧阳医生已不是第一次
遇见了。大多数人出现肩关节长期疼痛、
活动受限，都喜欢自我诊断为“肩周炎”，
认为没什么大问题，贴贴膏药，坚持锻炼
就好了。其实，真正的肩周炎的发病率相
对较低，只占肩关节痛的10%-15%，而那
些自称“肩周炎”的患者中，超过1/3是肩袖
损伤。很多人当“肩周炎”治了十几年，肩
袖撕裂越来越大，病越治越重，不得不来
医院就诊。经欧阳医生详细检查和解释，
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治了多年的“肩周
炎”，其实是肩袖损伤。这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病，治法也不一样。

早期肩袖损伤首选保守治疗

“这里疼吗？这样动疼不疼？这
样呢？”在颈肩腰腿痛专科门诊，欧阳
文湘医生轻轻按压李卫国的肩膀，一
边诊疗一边询问病情，欧阳医生结合
患者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筋膜松解

手法和易罐运动疗法相结合的治疗方
案。经过十分钟的治疗（如图），李卫
国双手竖起大拇指。“现在我的肩膀居
然不痛了，手好像也能活动自如了，这
种感觉太棒了！”李卫国激动地说道，

“欧阳医生，我要给您一个大大的赞，
不用吃药就能好，真的太感谢您了！”

欧阳医生说，肩袖损伤有保守治疗
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幸运的是，
60%-70%的早期患者都可通过保守治
疗得到缓解甚至是治愈。不过，由于肩
袖损伤和肩周炎的症状相似，就是临床
医生也可能误诊，一味地采用手法治疗
松解患者肩关节，会使得肩袖组织的裂
口扩大。所以肩膀疼痛、活动受限的患
者，选对治疗医生、明确诊断十分关键。

颈肩腰腿痛保守疗法选择多

欧阳文湘医生一直主张颈肩腰腿
痛首选保守治疗，尤其是年龄偏大的中
老年人更是如此。多年来，他一直为把
治疗颈肩腰腿痛病人的手术率控制在
10%以内而努力，一般给患者采用多种
保守治疗方法。他给李卫国使用的筋
膜手法及易罐运动疗法只是其中2种，
还有小针刀、火针、关节松动治疗、麦肯
基、麦特兰德、PNF、体外冲击波治疗等
多种保守治疗方法。

欧阳医生为无数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颈肩腰腿疼患者解除了痛苦，他的病人绝
大部分是“痛着来，好着走”，为此欧阳医
生也被患者亲切地称为“妙手神医”。康
复热线：0731-88887025。（文/杨蓓）

肩膀剧痛3个月，医生妙手治疗获点赞

口福行动名医荟萃，倡导
并参与推广世卫组织“8020”
健康理念（80岁的人至少应有
20颗能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
的牙齿），已连续开展15批公
益种牙专项援助，成功吸引了
43862人报名，已有26743人
在此收获一口好牙，连续突破
100岁、101岁、104岁高龄、
全口无骨疑难种植案例，在口
腔种植领域内，因为强大的实
力、影响力而声名远扬，在老
百姓中间也是有口皆碑。自
口福行动与湖南省老年保健
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后，湖南
老人牙缺失导致的健康问题
越来越引起重视。

金秋送福，助力星城口
腔健康，口福行动第16批公
益种牙已于 10 月 7 日（重阳
节）正式启动，60周岁以上长
者均可报名参加公益免费种
牙活动（最新款美国种植体
参与口福行动援助活动），报
名热线：0731-85573666。

现象 重阳节子女带父
母种牙急剧增多

重阳节作为“孝顺节”，年
轻人为老人买保健品有之，请

吃大餐有之，买礼物有之，却
往往忽略老人的真正诉求。

近日，在口福行动活动现
场，趁着小长假陪同父亲前来
种牙的陈先生表示：“父亲自
己说想要种牙，我们才意识到
缺牙对他生活影响很大。”

所幸，随着口福行动范围
的扩大，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意
识到缺牙对老人身心健康的
影响。重阳节前后，越来越多
的子女带父母前来种牙，第
16批公益种牙报名人数节节
攀升，热度不减。

口福行动首席种植牙专
家谭建武院长介绍，每年的传
统节假日都是口福行动报名、
接诊最忙碌的时候。现在生
活条件好，老年朋友越来越注

重生活品质，缺牙修复，更多地
会选择做种植牙。种植牙是目
前最先进、最好的修复方法，技
术也很成熟。并且，随着口腔
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十年，
种植牙技术已从传统的在缺牙
位置植入牙根，再过3-6个月
装牙冠的方法，发展到近年风
靡全球的即刻种植技术，帮助
大家实现当日手术、当日戴
牙、当日进食的梦想。所以
越来越多的子女、中老年朋友
都报名口福行动名医亲诊活
动，接受即刻种植牙手术。

暖心 发动家人报名口福
行动，种好牙享受生活

每期口福行动报名现场
十分热闹，深刻反映出高龄长

者对一口好牙的迫切希望。“年
纪越大，越想多陪伴爱人，一辈
子不容易，最难舍的就是情
谊。希望我能有健康的身体，
多陪陪他们。”一位年迈的女性
动情地道出自己的种牙心声。

除了热闹，现场还十分温
馨，子女陪双亲种牙、亲属组
团种牙、孙辈陪老寿星种牙、
恩爱夫妻携手种牙随处可
见。口福行动的种植牙专家
忙个不停，不厌其烦地为听力
不太好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测
量血压、检查口腔、问诊等。

今年76岁的刘爹在口福
行动种了6颗牙，恢复了全口
好牙，现在身体更好了。他原
来不爱参加聚会，现在成为老
同事、老同学眼中的聚餐积极
分子。享受好牙带来的品质
生活的他，还介绍两个舅子、一
个姨妹一起来种牙。现在，他们
家族四人都在口福行动种了一
口好牙，这成为口福行动的一段
佳话。近日，长期跟踪报道口
福行动的记者还对他们进行
了采访，他们四人都表示要感
谢口福行动，让他们重新拥有
一口健康好牙。（文/杨蓓）

口福行动金秋送福，第16批公益免费种牙全面启动

他种牙后，发动3位亲属报名口福行动
重阳敬老，60岁以上缺牙长者均可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热线：0731-85573666

左图：刘爹（左二）家族四人成功种牙，收到关爱礼品
右图：刘爹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

近日，全国首
家口福行动口腔诊
疗机构——口福行
动口腔在长沙落
户。湖南省老年保
健协会会长张义
昌、秘书长赵凯，口
福行动特邀专家谭
建武院长、徐命松
院长，德国麦哲伦
数字中心顾问专家苏莱曼·阿夫萨里
等嘉宾出席了本次开业典礼，共同见
证了口福行动公益事业部正式成立
及口福行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口福行动是由湖南省老年保健
协会主办的一项中老年口腔公益活
动。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计
划，帮助更多老年朋友在80岁时，仍
然拥有20颗健康好牙，口福行动目前
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多个
城市开展公益种牙活动。在长沙开
展两年，成功吸引了43862人报名口
福行动公益种牙，已有26743人在此收
获一口好牙。截至目前，口福行动已
连续在湖南开展了15批公益免费种
牙活动，其中为我国“两弹一星”功臣
彭海蛟、湖南省畜牧业研究专家徐远
生、我国矿山设备科学家王明和、新中
国体育运动开拓者陈立庭、湖南省京
剧剧作家赵遂平等为社会作出杰出
贡献的老同志免费种牙，还为多名残
障人士提供免费牙齿修复。

口福行动不仅着眼于牙齿修复，
也注重牙齿的预防和保健，关爱中老
年身心健康。口福行动联合好大夫
口腔医院医生先后进行上百场口腔
公益科普活动，开启“湖南省槟榔牙
口腔公益普查”活动。另外还组织口

福公益免费旅游活动和各种老年团
建活动。

在开业活动现场，湖南省首家德
国弗莱堡大学“麦哲伦-全息数字化
中心”正式揭牌。德国麦哲伦-全息
数字化中心，通过在术前全景 CT 全
息掌握口腔骨密度、骨高度等数据，而
后，采用3D打印技术的导板，让种植
位置可以提前精准预知，种植手术过
程数字化全程辅助，使无痛种牙变得
更容易实现，种牙过程更精准、更舒
适。比传统种植牙角度、深度、咬合度
更精准，相较于传统拔一颗种一颗的
速度要快好几倍，且做种植牙前就能预
知术后的效果。这是近年来风靡全球
的数字化高端种植牙技术的新突破。

全国首家口福行动口腔诊疗机
构在长沙落户，标志着湖南省老年保
健协会主办的口福行动将长期开展，
为更多中老年缺牙患者带来口福。
口福行动口腔开业惠民活动期间，所
有看牙市民均可享受 50%公益补贴
（种植牙、固定修复、综合治疗等均
可），上门还可获赠省老年保健协会
提供的老年购物车。有缺牙的市民
以及活动假牙配戴者均可报名口福
行动，报名热线：0731-85573666。
（文/杨蓓）

省老年保健协会口福行动口腔盛大开业
开业惠民，种牙享50%公益补贴，报名热线：0731-8557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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