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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瓒：
活跃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1919年，罗学瓒赴法国勤工俭学，
和李维汉等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学习
马克思主义。因参加革命活动，1921年
10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
回到上海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秋，罗学瓒回长沙，先后在
人力车夫工会、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从事
工人运动。

1925年，罗学瓒任中共湖南省醴陵
县委书记。他发展党团员，在各区建立
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
工作。1927年春，毛泽东到醴陵考察农
民运动，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对全县各地
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罗学瓒坚持斗争，受
中央委派，与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委
组织部的工作。1927年9月任中共湖南
省委委员兼湘潭工委书记。1928年5月
被调到上海工作，后被派往山东做党的
工作并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1929年
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
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
记。不久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坚强不
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
8月27日凌晨，罗学瓒被秘密杀害。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说：
“罗学瓒同志是活跃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他与工农大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
被捕后，在狱中坚强不屈，与敌人顽强斗
争，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高贵品格，体现
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据新华社

罗学瓒，1893年12月出生在湖南湘
潭。1912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
校。1918年4月加入新民学会，并成为骨
干。1929年罗学瓒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
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
部长、省委书记。不久被敌人逮捕，在狱中
他坚强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0年8月27日凌晨，罗学瓒被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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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3.0种植牙
以大数据为依托的
无痛微创种植

智能口腔为了“即刻用”种植牙
技术的优化和提升，全面进口了新一
代的CAD\CAM数字化化牙科设备
和系统，通过全口CT扫描，测出缺牙
部位的牙槽骨高度、宽度、紧密度，并
全息以1：1的比例上传系统，并计算
中相应的种植位置、深度、角度、承重
力的参数。这些数据，精度可达 0.1
毫米。医生通过分析这些三维数据，
前期在电脑上先进行模拟种植牙，并
与智能口腔百万口腔案例库比对之
后，选择更适合缺牙者的种牙方案，
然后，3D打印出种植牙导板，来确定
种植更合适的位置、角度及深度，从

而实现种植牙稳定固位。同时，它还
可以帮助“即刻用”手术时避开重要
的神经和血管，从而大大提高了种植
手术的安全性。与数字化设备无缝
链接，进行“即刻用”种植手术时，不
翻瓣、不拆线，只需要肉眼几乎看不
见的微小切口，全程做到微创无痛种
植。

“即刻用”技术与大数据和云计
算技术的结合，让尖端技术的优势互
补结合，目前在内地是很少见的，同
时颠覆了传统种植牙的盲区。但是，
即刻用技术对落户医院的要求非常
的高，不仅要求落户医院要有相关的
口腔医院资质，更要求落户医院对种
植牙技术的理解和案例的累积，还必
须要配对全套的数字化系统以保证
即刻用种植牙的实施，所以直到2017

年，即刻用种植牙都没有真正的在蓉
城落户，直至 2017 年底，才落户蓉
城。

4/8颗植体恢复半口/全口咀嚼
更适合多颗缺牙
甚至全口缺牙老年人

一般来说，半口和全口牙缺失者
的掉牙时间都比较长，牙槽骨已严
重萎缩，加之这些人群大部分是高
龄老人，身体机能下降，部分还存在
心脏病、“三高”等慢性病，可以说，
这几乎是种植牙中难度系数最大
的。而“即刻用”智能种植牙是如何
在攻克半口和全口修复的困难，还
做到“即种、即用”的呢？“即刻用”3.0
研发团队李建君医生透露，“即刻

用”的核心技术是即刻负重，它是精
密的力学设计，将一个种植体使用
设计成可以多颗种植体多角度分
力，突破了传统种植牙的时间瓶
颈。而它的实现关键在于人工智能
的辅助和医生的。可以这样说，我
们在攻克一项极高难度的挑战，还
要求自己要创造新纪录。”“AI+即刻
用 3.0种植牙”在现在成都的普及正
好证明。

最后，种植牙医生提醒，种植牙目
前是比较理想的缺牙修复方式，但中
老年人身体耐受力比较弱，特别是高
龄和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更要尽
量少受疼痛的刺激。术前应该详细检
查，有条件的话选择无痛“即刻用”种
植牙，还可以拨打热线：028-96111预
约交流。

智能牙科+大数据
开启蓉城半口全口缺牙,无痛即刻种植新时代

许多植牙者在健康热线028-96111中表达对“当天种牙当天吃饭”的喜悦
雷雨季节来临，成都进入炎热多雨的夏季，许多老

人家想在这个时候赶紧把牙齿种好参加养老院的异地
避暑养老行程，所以最近在”智能牙科“也迎来了植牙的
小高峰，不少的缺牙者拨打热线028-96111表示担心，
认为看牙、拔牙、种植牙一定就是很痛的，所以对于缺牙
修复，就一直有所犹豫。其实，牙科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在一般正规口腔医院，无痛拔牙和看牙已经不是什么稀
奇的事情了。特别对于种植牙，这种以中老年患者为主
的科室，考虑到中老年人身体耐受能力，更是力求无痛
和快速的去处理每一台手术，智能牙科更是与大数据结
合，在无痛种植牙方面的处理更是从“术前、术中、术后”
全线延伸，在手术时间上，要求平均3-5分钟植入完成
一颗种植体，30分种完成全部的种植牙手术过程，4颗
种植牙就可以恢复半口牙的咀嚼力。这一点，不仅得到
患者的认可，更得到众多蓉城口腔同行的赞誉。

过去5年，共青团认真学习贯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
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的部署，围绕保持
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组织
引导青年、推动青年发展、维护青少年权
益、深化共青团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推动团的精神风貌呈现新气象。

习近平首先表示，几天前，团十八大
闭幕。大会贯彻党中央要求，对过去5年
工作作了总结，对今后5年共青团事业发
展作了部署，完成了各项议程。我代表
党中央，对大会取得成功、对当选的团中
央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团中央新
一届领导班子贯彻党中央要求，态度坚
决，信心坚定，情绪饱满，决心很大。党
中央对你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

头学理论、强信念，讲政治、严自律，促改
革、抓落实，改作风、守规矩，把新时代共
青团的好形象树起来，肩负起团结凝聚
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

习近平指出，过去5年，共青团认真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的
部署，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在组织引导青年、推动青年发
展、维护青少年权益、深化共青团改革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团的精神风貌
呈现新气象。

关键是要抓住3个根本性问题，就是
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
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度
重视和大力推进青年工作，出台新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部署共青
团改革，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党中央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
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作
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
道路、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改革
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了必须加强党对
青年工作的领导。要坚持把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引导
广大青年自觉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把巩
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
治责任，把最大多数青年紧紧凝聚在党
的周围；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

主线，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深化改
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
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
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
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勤学、修德、
明辨、笃实，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同
人民一起奋斗，同人民一起前进，同人
民一起梦想，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
想追求。

习近平指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
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团的所有工作，归
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
军。关键是要抓住3个根本性问题，就是
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要加强对青年
政治引领，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要
在广大青年中加强和改进理论武装工
作，引导广大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从而坚定正确
政治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人生追求。要广泛动员青年建功新时
代，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配合党和国
家重大工作部署，动员广大青年把报国
之志转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更好联系服
务青年，扩大团的工作覆盖面，强化服务
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千方百计为青年排
忧解难，做广大青年信得过、靠得住、离
不开的贴心人，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要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年）》。

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要紧紧围绕这个职责定位来谋划改
革，出实招、出真招，不掩饰问题，不讳疾
忌医，对症下药，刮骨疗伤，真正从思想
上、工作上、制度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在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也对
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共
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要紧紧围绕这个职责定位来谋划改革，
出实招、出真招，不掩饰问题，不讳疾忌
医，对症下药，刮骨疗伤，真正从思想上、
工作上、制度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
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改革举
措落到基层，使基层真正强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切实落实从严治团要
求。政治上要严，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加强共青团系统党的建设，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抵制各种
歪风邪气，保持清风正气和良好形象。团
的干部队伍建设要严，政治上、思想上、能
力上、担当上、作风上、自律上要强，做到
对党忠诚，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子，敢于
到条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岗位锻炼，脚踏
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团员队伍建设也
要严，在团员标准要求上严起来，从把好
入团质量关入手，抓好入团以后的教育实
践，带动广大青年一起前进。

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
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各级党委要关注关
心青少年成长，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才
华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党委要拿出极大
精力抓青年工作、抓共青团工作，切实尽
到领导责任。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

有望10月实现
7月2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个

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有望10月实现》的
报道。文章称，全国人大消息，我国个人
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自6月29日起征求
意见，为期一个月。根据草案，在2019
年1月1日修正案施行之前，自2018年10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纳税人的工
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
用50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意味着，提高起征点的减税红利有望
率先落地。

根据草案，此次个税改革主要有四
大看点：一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
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
实行综合征税；二是个税起征点由每月
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
元）；三是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
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
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四是优化
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

专家指出，提高起征点、扩大税率级
距、增加专项扣除三项内容将释放减税
红利，尤其是工薪阶层、中等收入以下群
体获益明显。业内测算，月收入1万元
者改革后个税降幅超过70%，如果加上
专项扣除项，月收入1万元者有可能免
缴或仅缴纳少量个税。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2日下午在中南海同团中
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
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重要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新时代的青年工作要毫不动摇
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紧紧围绕、始终贯
穿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主题，让广大
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预期“相当快”？
博尔顿当天告诉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美国政府
已拟订计划，在一年内解除朝鲜“绝
大部分”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以及弹
道导弹项目。“如果他们已经做出战
略决定并合作，我们可以推进得相当
快”。

他说，如果朝方同意合作，两国
将共同推动公开朝方所有化学、生
物、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设施。

在博尔顿看来，朝方可以从上述
合作中获得“好处”，如对朝制裁解除
以及韩国和日本对朝援助。

美联社认定，这是美方首次公开
为朝鲜弃核设定明确时间表。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月13
日说，美方希望朝方今后两年至两年
半，即特朗普结束四年任期前，就放
弃核武器采取“主要”举措。但他6
月24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不会为美朝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
判设定时间表。

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后签署的
联合声明没有提及朝方弃核“时间
表”。

承压再访朝？
博尔顿1日在节目中说，蓬佩奥

将在“不久的将来”就美方设定的“时
间表”前往朝鲜磋商。

蓬佩奥因“不可避免的情况”推
迟原定7月6日与来访印度官员的会
晤。多家媒体因而推测，他可能本周

晚些时候访问朝鲜。如果行程确定，
那将是蓬佩奥第三次访朝。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
分析师帕特里克·克罗宁告诉路透社
记者，美方正推动蓬佩奥与金正恩再
次会晤，两人可能讨论朝方弃核具体
路线图，或者至少敲定路线图中有哪
些关键步骤。

美联社报道，现在压力已经转移
到蓬佩奥身上。他与朝方的磋商必
须取得进展，即如何把两国领导人签
署的联合声明转换为具体行动。

省了“大笔钱”？
《华盛顿邮报》上周末报道，包括

情报官员在内，美方一些官员认定，
朝方有所隐瞒，并非真心弃核，而美
方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重
大让步”。

一些研究人员说，即使美方推动
朝方在一年内弃核，相关核查不可能
在一年内完成。美国斯坦福大学核
科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曾经参观朝
鲜核设施。他推断，朝方弃核路线图
需10年完成。

面对质疑，特朗普1日在福克斯
新闻频道播出的专访中说，他认为金
正恩对弃核态度“认真”。

“我与他达成协议，我与他握了
手，我真的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特
朗普说，暂停军演“省了一大笔钱”。

“所以，我们没给出任何东西，我
们要给的是美好未来，”他说，“我真的
相信朝鲜有美妙的前途。我与金委员
长相处非常好，我们之间有化学反应。”

据新华社

美国拟让朝鲜“一年内”弃核

漫画/杨仕成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约翰·博尔顿 1 日

说，如果朝方同意合作，美方拟
订一年内解除朝鲜绝大部分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
弹项目。

这一“时间表”引发一些官
员和分析师质疑。

美

弃
核倒

计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