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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种植牙手术
现场直播
市民可拨028-96111
报名观看

96111健康热线本
月19日和20日第10季
种植牙手术现场直播，
将在成都再度上演。

儿女最想让父母健
康长寿

离家在外的你，时
常想念母亲做的拿手好
菜烧排骨；时常怀念有
父亲在身边，对你谆谆
教导的日子；在买东西
问题上，父母的舍得与
不舍得多少次让人泪目
……可现在，父母吃不
动了，常常因牙痛失眠，
甚至一直不舍得去看
牙，默默隐忍牙病的折
磨……

其实，父母现在的
健康需要你来关心了。

曾有数据显示，45
岁以后超过79%的人因
各种牙病导致缺牙，邻
牙脱落、面容老态、很多
东西吃不了，心情也变
得沮丧。对于缺牙的父
母，最好的办法是牙齿
种植。

零距离看“种牙”拨
96111抢名额

“种植牙”以其稳
固、耐用、好用、舒适的
特点，被口腔医学界公
认为缺牙修复的优选方
式，被称之为“人类的第
三副牙齿”。但绝大多
数人都只是听说过种植
牙，却不知道种植牙手
术究竟是怎样进行的，
术后又是什么情况。

本次直播将实时连
线手术室、实况播出手
术过程，让缺牙的朋友
更加直观地了解“什么
是种植牙”、“种植牙痛
不痛”、“种植手术安全
吗”等相关问题。想要
亲临现场观摩种植牙手
术 ， 都 可 拨 打
028-96111 报名，承办
方还为成功报名的市民
准备了“种植牙感恩大
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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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纪后，身体出现某种疼痛是很
正常的事，腰腿痛、关节痛，尤其是那种
全身游走性疼痛似乎更常见。而老人们
大多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性格也比较要
强，不到疼得受不了，无论是家人还是自
己都不会足够重视，也不认为是什么重
病引起。

其实，很多骨痛都是骨质疏松造成
的。这种疼痛与外伤无关，多为腰背疼
痛，关节痛，或全身骨骼疼痛，负重时疼
痛会更明显甚至影响活动，有人伴有四
肢麻木、浑身无力或者某个部位突然一
蹦一蹦得疼，严重者甚至翻身、站坐、行
走都有困难。

骨质疏松是人体骨骼退化的体现。
因为人年纪增长后，肾脏功能会虚损，而
肾主骨生髓，这就决定了骨骼会随着肾
功能下降而变得更脆弱；另一方面，脾脏
功能下降，人体消化、吸收功能都有所退
步，这会影响人体骨骼对钙、磷、钾、维生
素等元素的吸收，造成骨质疏松。

除了疼痛，骨质疏松最大的隐患是
极易造成骨折，其致残和致死的概率很
大。保护骨骼，从30岁以后就要开始行
动了。有研究称，正常人30岁前骨骼达
到最佳状态；30岁之后，骨骼开始出现退
化、逐渐出现骨质疏松，50~70岁容易出
现腕部骨折；70~80岁容易发生髋部和脊
柱骨折；骨盆和肋骨骨折更是应持续关
注的问题。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筹莫展？孩子一有病，是不是你就手忙脚乱？爱人的老毛病，会不会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
《养身集》一档全新的养生健康知识传播平台，从喝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全面解析养生之道，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腰腿痛、关节痛
疼痛跟着疏松走

疼痛的秘密
如果道路堵塞，交通会瘫痪，

总有疏通的一刻；而血管堵塞，结
果可能是致命的。血液在血管中
流淌，为人体生存和活动提供足
够的能量，而血栓，就像游走在血
管里的幽灵，随时随地准备捣乱，
阻塞人们赖以生存的血管通道。

据统计，因血栓性疾病导致
的死亡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51%，
血栓最容易发生在几类人身上。
1、高血压、血粘、肥胖、糖尿病人
群；2、遗传因素；3、多汗。人出汗
多，血液中水分减少加重血粘，诱
发血栓发作；4、生活方式不健康。
吸烟酗酒、大鱼大肉、缺乏锻炼。

其实，归根结底，血栓不是一
天两天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
结果。其实血栓是血管内壁破损
后，沉积在血管内壁的一些不溶

性纤维蛋白、脂类垃圾形成小
块。当这些小块脱落后，就会堵
在狭窄的血管上，造成脑血栓、脑
梗等问题。

中医里，肝主代谢、脾主运
化，肝和脾能将脂肪代谢转化，也
就减少了血粘和动脉硬化，在这
个过程中，肾脏的排毒功能也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肝、脾、肾
的功能受损，人就会发生血粘、动
脉硬化、血流速度减慢，这又会损
伤心脏，影响心脏对全身的供血，
累及肝、脾、肾，所以说这是一个
恶性循环。心脏不好的人会多发
心悸、气短、多汗等症状，肾脏不
好会尿频、尿急、骨病多发；脾脏
不好容易发生胃炎、腹泻、辅助、便
秘；肝脏不好的人则容易贫血、失眠
多梦等。

固肾气、治慢病试试这个固肾痛痹方
今日福利

俗话说：“肾为先天之本”，诸
脏之阳全赖肾阳以温之，诸脏之阴
全赖肾阴以濡之，各脏腑的盛衰有
赖于肾的濡养。肾主骨、生髓、通
于脑，肾不好除了尿频尿急，还会
引发风湿骨痛和慢性腰腿痛、关节
炎、颈椎病等。夏季正是借助阳气
旺盛之时温补肾阳、固肾气的好时
候，对此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固肾
修骨方。

固肾修骨方
【组成】：葛根 30 克，石斛 10

克，生地黄 15 克，骨碎补 11 克，
鹿 衔 草 15 克 ，赤 白 芍 15 克 ，炙
全蝎末（吞）3 克，炙僵蚕 12 克，
鸡血藤 20 克，炙甘草 6 克

【用法】：水煎服，每日 1 剂，
服2次。

【出处】：国医大师朱良春

葛洪桂龙药膏经销地址：市区药房健之佳药房，福利大药房，海王星辰药房，华安堂药房，同吉康药房（北门大桥北），贝尔康大药房，康鑫药房（龙潭寺华冠路店），华夏药房，科创大药房（驷马桥横街），瑞人堂（水碾河路），德仁堂药房，芙蓉大药房。红牌楼康源药房，同善堂药房，康美佳药房（肖家河店），海天药房，大华药房，华博大药房簇桥簇锦北路），御民堂大药房 同康
药房（青羊宫对面），大维康药房（陕西街店），立创健康药房，瑞康大药房，成都大药房，金牛区益生康药房（高家菜市），诚康药房（沙湾店），平心堂药房（黄田坝），中一堂药房（中医附院旁），兰宏药房（九里堤南路），成都同仁堂，神草堂药房（大慈寺旁），美信药房（莲花中路） 郊县药店东升镇仁和堂（教育局对面)，龙泉国民药店(驿马桥旁），十陵培元堂大药房（东方家园后门)。
新津：寿龄堂药房(新民街) ，金山角药房(武阳西路)。温江：万华大药房，常春大药房(温中斜对面）。崇州：蓉城百姓连锁。大邑：命源大药房(川西医院斜对面)。邛崃：利康大药房(南岳街店），新都：永昌大药房（新中路）郫县：宁丰堂连锁药店，济州堂各连锁，郫县合和堂（郫县豆瓣厂旁）。都江堰：华康大药房（蒲阳路），卫康各连锁。青白江：长春药店.（政府北路)，金堂：长安
药房(幸福路店)。浦江县:康福莱大药房（驭虹路） 二级市场：德阳：德阳康贝药店（西街20号），太极德阳大中药业，德阳大成药房连锁 乐山：犍为百姓缘大药房，金都大药房（柏杨中路医院斜对面），市中区嘉禾大药房。绵阳：安康药业连锁，天天平价连锁。达州市：九九医药超市（二马路）。攀枝花：鑫华仁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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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血栓容易“栓”住几类人
疾病防治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

科学养生

刚下楼就忘了锁没锁门，拿
着钥匙满屋子找钥匙，买菜钱给
完了菜没拎走，话在嘴边却忘了
要说什么……类似这样的情况是
不是也经常发生在你身上？爱忘
事，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无精打
采，很多人把这些都归咎于大脑，其实
不然，这些问题可能与肾虚有关。

《黄帝内经》记载："肾主骨，生
髓，通于脑"。肾是藏精的，精是生
髓的。髓包括骨髓、脊髓、脑髓，
骨髓藏于全身骨骼之中，营养骨
头，最终汇聚到脊髓；脊椎上分
布着很多器官的神经，可见脊髓
营养着脊椎和身体各组织器官；同
时，脊髓又和脑髓相通，都是由肾
精所化生。所以可以说，大脑的营

养来源于肾精。因此，肾功能的好
坏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另外，《医学心悟》中也有"肾
主智，肾虚则智不足"之说，也说明
了肾虚对大脑认知功能的影响。
肾气健旺、肾精充足则精力充沛、
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动作灵巧；
若肾阳不足、肾精亏少，脑髓得不

到濡养，就会出现头晕、健忘、思
维迟钝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出
现认知障碍。

肾虚除了影响人的大脑认知
外，还会导致贫血，失眠多梦等问
题。同时，因为骨髓无法营养全
身骨骼，还容易发生各种骨病，如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或是肾透支了

?

失眠多梦

贫血

骨病

认知障碍

思维迟钝

头晕

健忘

大脑的营养
来源于肾精

肾功能不好
影响到大脑

你知道吗？全省最早烧烤摊出现在乐至

满城尽是“烤肉店”
乐至烤肉节叫响全川

5 月 15 日晚，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封面主题周”走进资阳市
乐至县，对传承 30 余年的乐至烤
肉进行直播，引来上百万网友强势
围观。乐至是名副其实的“烤肉之
城”，是四川最早一批开始烧烤的
地方，现在这座小县城分布了200
多家烤肉店。

1986年，50岁的乐至人李九志
开创了乐至烤肉，形成了四川最
早一批商业烤肉。13 年后，乐至
有了第一家门店烧烤，乐至烤肉
逐渐摆脱了“路边摊”的状态。30
年过去，乐至烤肉在民间虽然有

“中华第一烤”的称号，但乐至县城
的200余家烤肉店中，仅有一家注
册了商标。

5 月 16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封面主题周”走进乐至，倾听
三代烧烤人的讲述。

·乐至烤肉发迹 史·
1986

50岁的李九志从新疆退休
返乡开创了乐至烤肉

乐至有了第一家门店烧烤
不再遍地“路边摊”

乐至县城有200余家烤肉店
已举办七届烤肉节

如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摄影报道

乐至烤肉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滋味。

1999

“李烤肉”堪称乐至烤肉行业的开山鼻祖。

小县城出现全省最早烧烤摊

5月16日下午，40岁的李良国从
遂宁回到乐至县城的烤肉店。两个月
前，他在遂宁开了第一家分店，两城奔
波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李良国的烤肉店名为“李烤肉”，
说起这家店，人们更多提到的还是他
的父亲李九志。虽然李九志已于3年
前去世，但他在乐至烤肉界的地位颇
高，被尊称为乐至烤肉界鼻祖。

1986年，李九志从新疆退休后回
到故乡，在乐至北街的公园里开始烤
肉，打的招牌是“新疆李烤肉”。当时
不仅乐至县没有烧烤店，在成都、重庆
等地都难寻到一家。

李良国的妻子曾艳现在还会开玩
笑说，自己是因为吃了“李烤肉”，才成
了李家儿媳妇。曾艳记得，公公李九
志在公园烤肉时，她才8岁，经常和家
人晚上去公园吃烤肉，排着老长的队，

“都是打包带走，，吃得有滋有味。”
李良国说，父亲卖烤肉时，还没有

啤酒配，“他带着白酒，有需要的顾客都
是免费喝、随便喝。”1996年，大哥李良
宪凭着父亲传授的手艺，在资阳开了一
家“李烤肉”。2004年，李良国继承父
业，在乐至继续经营“李烤肉”，而且他
在店招上加上了“乐至正宗第一家”字
样。李良国说，他和父亲李九志这些年
所收徒弟近百人，许多人在成都、重庆、
乐山等地开店，他自己也正计划在重
庆、内江等地开设分店。

第 代人1 ▲ 公园
摆摊

第 代人2 ▲ 开设
门店

烤肉店遍地丰富了夜生活

离李良国烤肉店几十米远的“开
心烧烤”，被乐至烤肉界认定为第一
家烤肉门店。

“我们是乐至第一家室内烤肉。”
店主朱其红说，她1999年才经营烤
肉，当时乐至县城的小巷内，几乎都
有烤肉摊的踪影，“都是路边摊。”朱
其红的开心烧烤店，当时门面只有
10平方米左右，门口摆着烤炉，里面
放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顾客走进

店坐下来吃，而且开始烧烤配啤酒。”
此后不久，街边烧烤摊纷纷进

店。2004年，李良国的“李烤肉”开
了第一家门面。“当时一条街，50米
长左右，就开了7家烤肉店。”烤肉店
大面积开张，丰富了乐至县城的夜生
活。“乐至烤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
名，在整个四川都小有名气。”乐至县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在这样的背景
下，2005年8月，乐至县举办了第一
届烤肉节，成都、重庆两地市民均有
驱车前来的。

如今，乐至烤肉节已经举办七届，
成为资阳市有名的节庆之一。目前，
乐至县城的烤肉店达到200余家，“生
态乐至”也成了一座烤肉之城。

“乐至烤肉”有了第一个商标

乐至县烤肉协会会长胡继华，经
营“胡烤肉”已经21年，但他注册“胡
烤肉”商标却是在6年前，这不仅是乐
至烤肉第一个注册商标，也是目前为
止唯一一个。

“当年企业效益不好，我就想学着
烤肉。”胡继华说，1996年，他加入乐至
烤肉“路边摊”队伍，但是由于技术不
好，生意不景气。于是，他前往外地学
习，也悄悄偷看过李九志烤肉的手法。

外地和本地相结合，2004年，胡
继华的“胡烤肉”招牌挂了起来，生意
也日益火爆。“烤肉开店走在了后面，
我一直想怎么争个第一。”胡继华说，
他日思夜想，觉得应该给乐至烤肉创
一个品牌。2012年，胡继华成功注册

“胡烤肉”商标，他成了乐至烤肉界第
一人，近6年过后，乐至县城烤肉店发
展到200多家，他仍是唯一拥有注册
商标的。

胡继华认为，只有注册了商标，才
能区分正宗的乐至烤肉，有利于乐至
烤肉的良性发展。“乐至烤肉对肉质要
求很高，都是精选的五花肉、瘦肉，自
己亲自串，而且要用大竹签串。”胡继
华说，这是乐至烤肉的特色，不像其他
烤肉都是串好的成品批发而来。

乐至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应
广大商家的要求，他们将注册“乐至烤
肉”商标纳入了工作计划，并且规划建
设乐至烧烤城，打造乐至县城新地标。

第 代人3 ▲ 打造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