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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犯花”。60岁的阿伯四十多岁
就戴上了老花镜，而且每隔三五年就要换一副度数深的，
一直到了现在的300度，否则就会看东西困难、眼酸胀
等。有一天他看报纸时，突然发现不戴老花镜也能看清
楚，阿伯心里窃喜：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到医院检查原
来是老年性白内障的早期表现，阿伯想反正没影响到生
活起初也没太在意，两三年后慢慢出现视物模糊、变形、
眩光，以至于单眼交视或单眼多视现象，视力逐渐变坏，
最后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动或光感，阿伯很着急，但检查说
白内障成熟了，很难祛除！阿伯不死心，到处打听有效的
方法，可是多年过去了，眼睛越来越差，阿伯以为再也恢

复不了了。
阿伯的侄子在日本留学，过年回中国的时候，给阿伯带回来

几瓶黄色的透明液体，告诉阿伯是日本高新的一个科技成果，
专业名称叫活性基质蛋白酶，通用名叫“伊视清”，看着这瓶充
满未来科技的神奇液体，阿伯如喜出望外，当场就喷了两下，
嘿！真是立竿见影啊，感觉眼睛很清亮很舒服，用完一瓶，白雾
黑影、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明显减轻，四瓶下来，整个视界清晰
起来，不戴眼镜也能看报打牌了，阿伯说日本科技就是历害啊，
“朦”了多的眼睛，日本科技竟然让他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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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白内障 我选“伊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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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瘙痒 姜老中医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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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老太姜莉蔚，出身中医世家，精研中药60
余年，专攻皮肤类疑难杂症，有一祖传绝招拔毒止
痒膏。无论脚气钻心痒、春夏过敏痒、皮炎灼热
痒、湿疹糜烂痒、风疙瘩窜着痒、疱疹刺痛痒，还
是脱皮干痒……均是膏到痒止。
据姜老太介绍，皮肤瘙痒是风邪、湿邪、燥邪、

火邪及菌虫等邪毒侵入体内所致。皮肤瘙痒，痒在
表皮，根在内毒。如果把痒比为草，那么毒就是草
的根，割草不除根，就会春风吹又生。
拔毒止痒，绝在“循经拔毒，托毒内出”。药用

成分就像靶向追踪器，循经络把潜藏于体内风、
寒、暑、湿、燥、火、虫七类毒素一网打尽，由内
向外全部托出，各种顽固瘙痒也随着毒素的逐渐拔
出得以祛除。
拔毒止痒膏，循经拔毒、活血化瘀、清热利表、

除湿灭菌，不仅一抹就止痒，还会感觉从皮肤里冒
出丝丝凉气（祛风邪），或渗出珠状液体（祛湿
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或出现些异味
粘稠物（杀菌虫），这就是老中医“拔毒”绝招。
拔毒止痒，让多年的手足癣、体癣、头癣、湿疹、
丘疹、荨麻疹、疥疮等皮肤病也逐渐痊愈。脚气掉

皮、血淋淋的破皮、色素沉着及粗糙肥厚的皮肤恢
复光鲜亮泽。
使用过拔毒止痒膏的皮肤瘙痒者无不叫绝称奇：

这药膏真解气，抹上就不痒啦。用这药膏，眼瞅着
拔出毒来，为我们解除了多年痛苦，抹上后，眼瞅
着水泡变蔫吧了，脓水也没有了……
拔毒止痒膏，为纯中药软膏，因配方奇特，能

止顽痒，拔毒根，不反复，老人孩子都能用。如果
您是皮炎、湿疹、手足癣、体癣、丘疹、水疱、荨
麻疹、带状疱疹、蚊虫叮咬、皮肤干燥、感染、过
敏等皮肤瘙痒者，不妨抹一下拔毒止痒膏。
老中医秉承祖训：«·)¸¹º»¼BªZ ½

¾¿ÀÁ�Z ÂÃÄÅÆ¾³Ç 为此定下了皮肤瘙
痒者无论是何病因、病程长短。这是姜氏家族世代
恪守的祖训，也是对拔毒止痒膏过硬效果的信心。
让每位皮肤瘙痒者真正止痒，解除痛苦，不再花一
分冤枉钱。
日前，老中医祖传拔毒止痒膏已落户本市，皮

肤瘙痒，久治不愈的患者均可拨打ÈÉÊË

123.455551656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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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有了第一例同意并主
动捐献死后器官的患者!由于$分钟
的错失!善举失败"从器官捐献的观
念改变到成功实现器官捐献! 海南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何时才能实现
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破冰之旅呢#

#=>$?@) ABCD"E

据悉!截止今年%月&'日!海南省
报名登记遗体捐献者((人!已经实现
遗体捐献的有%例$实现眼角膜捐献)

例$有*人申请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自愿书&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今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已明确要
求海南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今年+月! 海南省红十字会开始积极
筹建海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
会! 成员单位将包括省红十字会'省
卫生厅'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省交通部门及宣传部
等多个单位"并明确该委员会今后的
主要工作职责(一是负责建立和维护
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人体
器官移植等待者登记管理系统和人
体器官分配管理系统等信息平台$二
是建立激励和救助机制!对困难捐献
者家属实施救助!开展对器官捐献者
的缅怀'纪念!对有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表彰$三是负责协调人体
器官捐献专家委员会和人体器官获
取组织开展工作"

ABCDFGHIJKLMNO

据海南省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
显示!自,-".年开展捐献工作以来!

目前我省实现眼角膜捐献的仅有/

例! 主要用于医疗科研的遗体捐献
也只有%例!其中主要是死囚遗体捐
献" 而公众自愿捐献器官并完成移
植手术的实例!目前还没有"

吴为辉介绍!目前!海南省农垦
总医院是海南仅有的一家具备心脏
死亡捐献移植手术的医院"

而经省卫生厅批准的可进行人
体器官捐献手术的医院有$家"分别
是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海南省人民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和三亚农垦医院"

从,-..年以来! 海南省人民医
院进行的肝移植手术$例!肾移植手
术'例!基本都是活体移植$农垦医
院活体移植手术0,例"据了解!全国
每年约有1$-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
植! 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一万
例左右$按此比例推算!海南有.万
名患者正等待器官移植! 但其中只
有(-至0-人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泌尿外科张
主任表示! 海南有大量的尿毒症患
者!正等待做移植手术!很多患者的
器官已衰竭! 因等不到可以移植的
器官!无奈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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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工作的重要环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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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日上午..点!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赵健丽及工作
人员一行赶到农垦医院医护部!见到了周秀琼兄妹" 赵健
丽对他们年迈的母亲这种深明大义的精神表示赞赏!同时
感谢他们对海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工作的支持' 奉献"

赵健丽代表海南省红十字会送上了/---元慰问金"

对于此次捐献失败的原因!赵健丽表示!一是捐献
者的病情突变! 在没有找到配型相合的受捐者的情况
下!来不及进行移植手术$二是由于经验缺乏!导致没有
很好的控制每一个捐献环节" )我们会汲取此次捐献失
败的教训! 提前与医院及相关部门做好相对应急预案!

掌握每一个环节!推进我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进程" *

同时!赵建丽也表示!周学贤是海南省首例完成人
体器官捐献法律手续捐献志愿者!虽然没有成功实现捐
献!但是其家属的善举感动了我们!也促进了海南省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 接下来会联系海口市民政部
门!为周学贤遗体火化减免一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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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移植在技术没有问题! 最困难的是患者生命维
持!只要配型成功!器官捐献移植手术评估专家到位就可
以立即做手术"*吴为辉说"这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患者病
情变化太快!难以维护生命体征!从而无法控制" 按照预
期!再维持到.0日下午2点!在30日下午,点半召开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然后召集器官捐献鉴定专家!确定是
否死亡!然后就可以做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了" 之前做的都
是亲属间同种异体肾移植!这是第一次做心脏死亡器官捐
献移植手术!经验不足"吴为辉表示!今后将总结采取更科
学'优化的操作流程!以成功实现器官捐献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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