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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夜间

今天白天， 阴有轻度 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 2 级
转 3、4 级，最高气温 9℃。

■海亮聊天

■明天

今天夜间，晴，偏北
风 4 级左右 （阵风 7 级）
转 2 级，最低气温 -2℃。

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
云，北转南风 2、3 级，最高气
温 8℃，最低气温 -3℃。

今夜风来 明见蓝天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亮） 猝不及
防，重霾锁城。大家想要白茫茫一片，可
惜窗外只有灰茫茫一片。空气重污染黄
色预警已经启动，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
冷空气南下，北风刮起，霾才会逐渐被驱
散。明天有一天短暂空气好转的日子，后
天到大后天又将迎来中度污染。
昨日，华北平原区遭遇持续大范围
污染。14时，城六区 PM2.5浓度 168微

■佟彤分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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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见过一个黄褐斑严重的
女性，50岁左右，是银行的高管，因为压
力很大长了黄褐斑，而且，斑点是发黑
的，融成一片，两个脸蛋儿都是黑的。但
是她自己很清楚，只要这一段时间能坚
持每天吃一节山药，或者吃“六味地黄
丸”，斑点的颜色就会轻很多，身体的状
况也会好一些。这也就是山药的价值，
它和“六味地黄丸”一样，可以补肾阴，而
补肾阴就是中医的防癌防老。
说到抗癌，人们会想到一些极端，
甚至有毒性的药物，比如蜈蚣、白花蛇
舌草、半枝莲等。如果是个高水平的中

克 / 立方米，西北部 183微克 / 立方米，
东北部 212微克 / 立方米，东南部 153微
克 / 立方米，西南部 174微克 / 立方米，
全城陷于重污染。
昨夜，京城仍为重度污染。环保和气
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
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今天傍晚到夜间冷
空气南下，四级左右偏北风刮起，阵风可
达七级左右，扩散条件逐渐转好，此轮重

污染过程结束。预计明天蓝天白云再现，
空气改善为良。然而好景只有一天，2日
和 3日又会转为中度污染。
北京市气象台专家提醒市民，昨夜
湿度增加，能见度转差，夜间有雾，地面
湿滑，今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昨夜山
区还会出现零星小雪，山区气温较低，可
能出现道路结冰，山区居民出行请注意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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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山药确实能抗衰老
医，这些药肯定不是主药，因为它们类 会建议：四十岁以上的人，可以时常吃
似西药里的化疗药物，虽然能杀死癌细 点“六味地黄丸”。因为年过四十，蜡烛
胞，但对变生癌症的身体整体状况，于 已经烧掉大半了，及时补阴就是在防癌
癌症的生存土壤不能改变，真能起到防 抗衰老。
癌、抗癌效果的，应属“六味地黄丸”，因
“六味地黄丸”中有六味药，山药就
为癌症的发生原理和衰老一样，都是因 是重要的一味，毕竟病状严重到需要服
为“肾阴虚”。
药的人不是很多，更多的人是自然衰老，
“六味地黄丸”其实就是补充能量 但在这个衰老的同时，癌症的发生率也
的，它是中医补肾阴的经典方剂，如果 开始升高，很多癌症都是老年癌，比如最
说活人是个燃烧的蜡烛的话，补阴药补 常见的肺癌。每天吃一节山药这个饮食
的就是蜡烛的体量，补足了蜡烛体量， 习惯，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补阴，只要
蜡烛上面的火苗才可以更旺，燃烧时间 坚持，不仅可以延缓衰老，从机理上也有
更长，也就可以长寿了。所以，很多中医 防癌效果。

北京晨报

■海霞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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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喜讯来得更多些吧！

国际应用物理学术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应
用》，日前发表了中国科技大学近期创造性地制
备了半导体量子点芯片，大大提升了量子计算
机的量级，更为扩展、集成量子芯片的研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可喜可贺！
—手机尾号
——
7135 读者
海霞回信：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令我们
兴奋。很棒！
●祝愿航天人再创辉煌！

近几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已经圆满地完
成了 8次宇航发射任务，同时还担负着国家安
全的重要任务。为了强军备战，航天人开创了
新的局面。春节期间，某研究院十三所的干部、
科技人员、工人及后勤服务人员近 800人放弃
个人休息。这种顾大局，为国出力的精神值得
称赞！大工匠李锋就出自该单位。让我们祝愿
航天人为中国航天创造新的辉煌并做出新的
—赵振堂
——
贡献！
海霞回信：为国争光，向航天人致敬！
●猜灯谜 闹元宵 居民乐

春节长假过后，正月十五将要来临，为了
让社区居民欢乐闹元宵，顺义区光明街道幸
福东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进行猜灯谜活动，
——
场面非常热闹，受到居民欢迎。 —马如
海霞回信： 社区生活丰富多彩，居民乐
享生活。

“京 城 口 福 计 划 ” 系 列 跟 踪 专 题 ：

第三批减免种牙名单公布 第四批即日起报名
2017年 11月底，京城乃至全国首个针
—“京
对高龄老人开展的公益种牙活动——
城口福计划”正式开启，总共进行四批报
名，参加报名免费种植牙的人数已达 6545
人，其中 1135人在“京城口福计划”成功获
得一口好牙。据“京城口福计划”负责人介
绍，特别春节后预约爆满，目前种牙患者预
约日期已经排号到 4月 5日。
为了加快“京城口福计划”公益减免种
牙进度，帮助缺牙患者早日获得一口好牙。
“京城口福计划”在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口腔医院吕桢主任带领下，与 8位三甲
口腔医院主任级种植牙专家形成“京城口
福计划”专家团，满足“京城口福计划”与日
俱增的公益种牙需求。

卫生组织“8020”计划，为符合条件的缺牙
老人提供免费种牙、三甲口腔医院专家会
诊及国际专家讲座等健康服务。
（丁茹）

“京城口福大计划”公益种牙
实现世卫组织“8020”高龄健康口腔标准
“京城口福计划”是京城乃至全国首个
针对高龄老人开展的公益种牙活动，在世
卫组织“8020”计划指导下、由中国老年保
健医学研究会老龄健康促进会主办，致力
于实现世卫组织（WHO）对高龄老人健康
口腔定义的标准：80岁老人至少拥有 20
颗功能牙，实现“齿龄 =寿龄”，提升生命
质量，实现晚年幸福有口福。
80~100岁高龄人群，身体机能老化，
缺牙导致饮食不均、营养不良、身体虚弱，
新陈代谢衰退，组织愈合能力弱。要实现高
龄老人放心安全种牙，对种牙经验和技术
有严苛标准。对此，“京城口福计划”由原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吕桢主任组
建专业致力高龄种植牙的名医团，通过高
精尖微创技术，无痛、舒适、快速完成高龄

第三批减免种植牙已接受诊疗的名单公布
老人种牙需求。

国内高龄种植牙学科带头人吕桢主任
成功为107岁患者种牙创国内高龄纪录
“种植牙并不是在口内种满植体，而是
利用口腔力学原理进行数字化精准定位设
计，评估骨量和骨质结构，严格把控植体植
入的位置、方向、角度、深度等一系列的工
作，依据力学科学，只需要 4颗种植体便可
收获整排好牙。”曾为 107岁老人成功做
种植牙的，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
医院吕桢主任表示。
时值春节刚过，“京城口福计划”正式
公布第三批减免种牙名单，京城口福计划”

活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免费、
特惠公益种牙受益者名单，并接受社会监
督。
活动举办 3个多月来，已有 6500多名
老人提交报名申请，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
话题。其中大部分是 70岁、80岁、90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更有 94岁罗老先生、95岁
的曾奶奶、101岁王爷爷等百岁左右的老
人成功种牙，不断刷新种牙年龄记录。

活动内容如下：

1.70岁 ~107岁老人有机会享受免费种植
牙（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报名，由主办方口
腔专家提供牙修复方案）。
2. 不符合免费种植牙条件者种牙也可获
50%的费用补助。
3.免费进行口腔检查、CT检查、全景机扫
践行世卫组织（WHO）“8020计划” 描。
京城口福计划，第四批报名即日开始 主办单位：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龄
健康促进会
“京城口福计划”由中国老年保健医 承办单位：春牙行动组委会
学研究会老龄健康促进会主办，响应世界 京城口福计划报名热线：010-8424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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