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福行动”高龄公益种牙名单

（因版面原因，部分公布，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性别 年龄 种植方案
陈*华 男 85岁 全口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宋*苗 女 83岁 全口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廖*元 男 88岁 全口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曾*田 男 86岁 全口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唐*琪 女 82岁 半口种植援助60%，1500元看牙消费券
余*尧 男 80岁 半口种植援助60%，1500元看牙消费券
王*民 男 81岁 半口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陈*卓 男 84岁 多颗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李*涛 男 82岁 多颗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麦*筹 男 90岁 多颗种植援助60%，1000元看牙消费券
关*国 男 81岁 多颗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冯*女 女 82岁 多颗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肖*康 男 85岁 多颗种植援助60%，1000元看牙消费券
江*清 女 81岁 单颗种植援助50%，2000元看牙消费券
唐*花 女 80岁 单颗种植援助60%，1000元看牙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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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报纸好看，也不要一口气全读完。读了
半小时，请休息5分钟。

温馨提醒

长期以来，心脏移植手术
是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最佳治
疗手段，但由于供体稀缺，近
年来，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人
工心脏。近期，在四川省人民
医院接受国内首例商用人工
心脏植入的患者康复出院，欧
盟委员会也批准了法国查尔
马特公司制造的人工心脏投
入商用……这给了晚期心衰
患者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

移植并不是真“换心”

2020年11月10日，患有
扩张型心肌病且处于终末期
心力衰竭的 42 岁的宋先生，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受全国
首例正式上市人工心脏（左心
室辅助系统）植入手术。术后
恢复情况良好。2021 年 1 月
5日下午，宋先生出院回家。

“人工心脏只是替代了心
脏供血的功能，并不是把患者
的心脏换掉。”四川省人民医
院心衰中心主任医师王文艳
说，与其他的脏器不一样的
是，心脏除了泵血功能，还连
接着人体内的主动脉、上下腔
静脉、肺动静脉等，所以它是
绝不可能离开患者身体的。
人工心脏能把患者的血液从
心室里面抽出来，让其通过管
路流向患者的升主动脉，再由

主动脉灌溉到全身，从而恢复
患者全身的血液循环。

植入宋先生体内的人工
心脏是“中国造”，由体内组件
和体外组件构成。体内部分
主要是人工血管和血液泵，重
量只有420克，安装在心脏下
方；体外控制器像一个小盒子，
有6斤重，可以放在背包里。

“除了游泳，带着人工心
脏开车、逛街等都没问题！”四
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中心
主任黄克力介绍，唯一不方便
的是需要一根电线连接体内、
体外设备，不能断电。

技术历经三代已趋成熟

迄今为止，全球人工心脏
技术共经历了三代技术路线
的演变创新与发展。作为目
前唯一一款国内上市的辅助
人工心脏，“永仁心”人工心脏
属于第三代人工心脏。目前，
国内还有另外一款人工心脏
——超小型全磁悬浮人工心
脏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至于人工心脏的使用年
限，王文艳表示，人工心脏的
使用寿命取决于该设备本身
材料以及病人自身状态。目
前已正式上市的人工心脏最
长带机记录是10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

几代人工心脏，都必须靠外源
性的电源供给能量。

人工心脏植入有限制条件

和心脏移植相比，人工心
脏有哪些优势和局限？

黄克力说，心脏移植手术
不能即刻获得心脏，而人工心
脏商品化后，只需要很短的准
备时间，就可以完成植入手
术，拯救患者生命。其次，心脏
移植手术的患者需终身服用抗
排斥药物，费用高且副作用大，
而人工心脏植入患者只需服用
常规抗凝药物，便宜且几乎没
副作用。根据临床经验，有三
分之一的患者因为人工心脏辅
助功能，原本的心脏功能恢
复后，可以取出人工心脏。

但人工心脏植入也有限
制条件，必须是终末期心力衰
竭患者，预期寿命低于1年；不
能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精神方
面疾病、癌症、肝肾功能损伤。
同时，植入时机也很重要。

虽然“中国造”人工心脏
已上市，但生产工艺复杂，不
能量产，前期研发投入经费
大，目前设备费用为100万元
左右。“手术治疗费约20万元，
与其他大型心脏手术差不
多。”黄克力说。（摘编自《科技
日报》《成都商报》）

人工心脏带来新希望

日前，浙江杭州 70 岁的
赵先生因十二指肠溃疡陷入感
染性休克，差点丢了性命。一
个普通的十二指肠溃疡，怎会
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

赵先生有30多年十二指
肠溃疡病史。早在 20 年前，
他就因溃疡出血住院治疗过，
但之后赵先生没有按医生要
求服药，还保持着烟酒不离的
生活习惯。浙江省人民医院
胃肠胰外科主任牟一平教授
介绍，十二指肠溃疡是由于胃
液消化作用引起的十二指肠
黏膜的溃疡性疾病，它与胃酸
分泌异常、服用非甾体抗炎
药、生活及饮食不规律、工作

及外界压力、吸烟、饮酒以及
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在我国，十二指肠溃疡男
女发病比例约为3∶1。十二指
肠溃疡的典型症状为上腹痛，
或隐隐作痛像火在烧，尤其是
饿的时候痛感加剧，进食后腹
痛缓解。该病好发于冬春两
季，但很多患者并不把十二指
肠溃疡当回事，殊不知该病持
续发展会引起消化道出血、十
二指肠穿孔、急性腹膜炎等，
治疗不及时，就可能出现赵先
生这样的情况。十二指肠溃
疡易反复发作，必须坚持长期
服药，不可稍有好转就骤然停
药。（摘编自《每日商报》）

小溃疡其实是个大麻烦

南京55岁的张女士因尿
毒症透析12年，5年前开始出
现骨痛。几个月前，她双下肢
疼痛加重，无法正常行走，最终
被确诊为高钙高磷血症、骨质
疏松及低动力性骨病。

研究表明，在接受血液透
析的患者中，有一半合并低动
力性骨病。其主要影响因素

为甲状旁腺激素的过度抑制，
可能与过量使用药物、甲状旁
腺切除术后甲状旁腺激素分
泌不足有关。低动力性骨病的
初始治疗方法是增加甲状旁腺
激素分泌，包括使用不含钙的
磷结合剂，减少或停用活性维
生素D类似物以及使用低钙透
析液。（摘编自《扬子晚报》）

半数透析患者合并低动力性骨病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更适合种
牙。同时，过完年也促使高龄种牙需求
激增。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20”的理
念，提倡80岁老人至少拥有20颗功能
牙，以维持健全的咀嚼能力，培养健康
的饮食习惯。为响应世卫组织的这一
号召，“口福行动”在广州、北京、上海、
长沙等城市开展五年，成为全国知名高
龄长者公益种牙品牌，累计报名人数突
破100000人次。

新春到，为帮助更多高龄全口无
牙、半口无牙、多颗牙缺失长者即刻恢
复健康好牙，“口福行动”第24批公益
种 牙 开 始 接 受 报 名 ，援 助 热 线 ：
0731-85573666。

“即速得”种植牙助70岁以上老人当
天种牙当天用

70 岁缺牙者在以前都算是有难
度的种植牙群体，更不用说 80 岁、90
岁的缺牙者了。高龄老人身体机能
下降，部分还存在心脏病、“三高”等
慢性病，种植牙难度系数极大。“即速
得”种植牙是如何在攻克半口和全口
修复难题的情况下，还做到“即种、即
用”的呢？

口福行动口腔谭建武院长明确回
答：主要还是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与“即
速得”种植牙技术的结合。在手术创
口、手术时间、出血量、疼痛程度、安全
性这些关键指标上，“即速得”都做出
跨越性的改进。更重要的是，智能数
字化主导的种植牙手术，实现了种植
的可视化和精准化，根据口腔生物力

学、牙槽骨承重力
量及与牙神经距离
的精确计算后选择
种植点位，形成牙
齿支撑力和咀嚼承
受力的完美平衡，
突破了“骨结合”的
限制，让“即拔即种
即用”成为可能，甚
至百岁缺牙老人都
可实现当天种牙当
天用。

春季种牙，更利于“新牙生长、落地生根”

春季万物生机勃勃，此时做种植
牙，更利于“新牙生长、落地生根”，加快
牙槽骨与种植体的愈合速度。在“口福
行动”已经做了“即速得”种植牙的老年
人都知道，手术过程不仅快速舒适，关键
还有术后快速恢复的满口牙咀嚼，营养
均衡，让老人看上去更加精神饱满。

“即速得”种植牙技术在术前、术
中、术后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标准流程和
保障体系。术前，通过全息扫描技术对
患者口腔进行全方位扫描，智能系统就
可以计算模拟整个口腔力学和组织结
构，更精确分析出种植位置、种植角度
和深度，避免传统种植牙需要切开、翻
瓣、缝线等环节，只需将种植体沿着3D
打印种植导板植入牙槽骨，即可完成种
植步骤。所以，创口非常小（“即速得”
技术标准严格要求将创口控制在
2mm以内）。同时，保证种植牙的精准
性和安全性，也让种植牙速度由此走上

“快车道”，平均3—5分钟就可种植一
颗牙，30分钟即可完成半口牙种植，全
口牙在1小时内完成。

过年促使高龄长者种牙需求激增，“口
福行动”开放第24批公益种牙

欢喜团圆迎牛年。据统计，“口福
行动”发起的2020年末公益种牙活动，
报名人数达到1148人，符合条件、成功
植牙者 786 人，获免费、特惠种牙者
613 人，247 人实现当天戴牙享口福，
最高龄者90岁。

年后，很多戴牙长者纷纷来电致谢
“口福行动”，称：跟儿女能吃到一块才是
真正的大团圆，儿女们也高兴看到自己重
新拥有一口好牙齿；也有很多市民遗憾地
表示，年前因为时间紧张，没及时种好牙，
满口缺牙致使这个年过得很闹心，牙口不
好，不是这咬不动，就是那吃不了，儿女们
一起吃顿饭，自己却因为牙齿不好，无福
消受。节后，也有很多子女来电，替父母
报名“口福行动”，想尽一片孝心，希望爸

妈拥有好牙齿，拥有健康身心。
应广大市民要求，“口福行动”开展

新春公益种牙/半口援助计划，第24批
种牙活动开放报名中，助力高龄全口无
牙、半口无牙、多颗牙缺失长者恢复年
轻好牙。“口福行动”援助热线：

0731-8557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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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号召，新春公益种牙正式启动

“口福行动”新春援助计划助长者健康长寿
面向高龄全口/半口无牙、多颗牙缺失长者，种牙援助热线：0731-85573666

“口福行动”，长沙公益，全省推广

免费种六颗牙受益者接受媒体
采访

“口福行动”新春种牙计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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