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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牙科数字化中心
3~4mm微创无痛种植

很多缺牙老人问，天气热是否
会加大手术感染概率呢？“智能牙
科”即刻用种植牙专家罗医生介绍
到：“种植牙是口腔内部手术，基本
不会受到汗水和温度的影响，所以
手术创口是否发生感染与天热并没
有直接的关系。但微创种植能将感
染概率降到最低，恢复速度更快。”
在过去，种植牙是必须切开翻瓣的，
传统种植牙医认为不暴露牙槽骨是
无法做种植牙，直到最近几年，“不
翻瓣种植牙”才出现，但对牙槽骨的
要求非常高，要求牙槽骨足够宽且
表面有足够的角化粘膜，如果牙槽
骨条件不是非常好，医生对牙槽骨
的形态了解不全面，种植体就很难
植入到正确的位置上，一旦牙槽骨

下方有倒凹存在，极为容易发生侧
穿。而事实上，绝大部分缺牙患者
都存在骨条件差的情况，他们在掉
牙之后没有及时修复，从而造成牙
槽骨萎缩，加大了种植难度。而“即
刻用”种植牙是以智能牙科技术为
导向微创种植牙方案，适用于骨条
件差等高难度种植，数字化系统可
以全面获取患者口腔的数据，包括
牙槽骨宽度厚度、骨密度、神经分布
等等，因此无需翻瓣，还比牙科专家
眼睛看得更精准，仅需将牙龈打开
一个微孔，然后植入人工牙根，创口
只有3-4毫米，避免了漫长的愈合
期，大大减轻患者的痛苦。

另外，传统种植牙在完成种植
之后要等3-6个月的骨结合时间才
能戴牙，也就说，伤口一直处于暴露
状态。而“即刻用”种植牙与传统种
植牙的区别是“即刻负重”，智能牙

科突破了骨结合的概念限制，在种
植体植入之后，当天就可以“负重戴
牙”，这样一来，牙冠就掩盖住手术
创口，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通俗来
说，就是“即刻戴牙”相当于及时给
创口做了一个“包扎”，更有助于创
口愈合。

选择“即刻用”种植牙
夏天提前拥有好胃口

有不少老人一听说，种个牙要
等3-6月都皱起了眉头，夏天本来
就心烦胃口差，还要去医院来回折
腾和多次手术。所以具有“即种、即
用”效果的“即刻用”种植牙，成为许
多成都市民夏天种牙的新选择，当
天种牙，当天用牙，早一天种牙，就
早一天能有胃口。智能种植牙如何
在微创无痛的基础上还做到“即种、

即用”的呢？其实，“即刻用”就是即
刻负重，而它得实现的基础就是精
准。无论对于患者口腔情况的了
解，还是手术方案的设计，都离不开
智能系统的支持。智能系统会根据
每个人的不同年龄、不同体质条件
进行分析，计算出需要多少颗种植
才足以支撑起牙冠，什么样的种植
深度和角度才能在情况不佳的牙槽
骨上达到稳定牢固的力学平衡，还
要求这个力度既足以为支撑牙冠，
又能达到承受得了真牙的咬合力，
这才让“即种、即用”成为可能。

据了解，“智能牙科”来到一座
城市，不仅是为一位位缺牙市民种
好牙，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位市民对
口腔有更先进的认识，改变这座城
市的口腔保健观念。“AI+医疗”的概
念虽已被大多数人知晓，但由于医
疗的特殊性等种种原因，许多的研

究仍在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还未进
入到临床普及，口腔行业更是如此，
这个极其重要又总是被忽视的领
域，仍基本停留在完全依靠医生经
验的传统种植牙阶段。7月，中国口
腔行业将迎来迄今为止人类与AI最
早的口腔领域的对决——“中国口
腔行业首届种植牙人机大赛”，大赛
以实验性质来验证“AI+口腔”的应
用和价值，以成果和经验来推动中
国口腔产业的升级，坚信“智能口
腔”的一小步，将有可能成为口腔行
业发展的一大步。让探索进行，让
改变发生，如果您也想体验智能口
腔即刻用“当天种牙，当天用”，或者
想真实感受智能口腔与传统人工种
植 牙 的 区 别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
028-96111就可以预约体验名额，
还可以申请大数据案例征集活动的
相关减免。

当天种当天用！智能牙科“即刻用”成市民夏天种牙优选
028-96111健康热线，预约免费智能种牙方案

夏日炎炎，许多
市民因天气炎热而胃
口不佳，再加上阴雨
连绵，特别是缺牙老
人群体，老人在高温
天 气 更 容 易 食 欲 不
佳，加上牙齿不好，吃
不好东西，就更遭罪
了，种植牙成为许多
缺 牙 老 人 的 迫 切 需
求，想赶紧拥有一口
好牙，又担心“毕竟是
个小手术，天气热会
不会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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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乐山、绵阳、资
阳、眉山、德阳、西昌、广元、自贡、内
江、遂宁、广安、攀枝花、南充、宜宾、泸
州、巴中、达州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区域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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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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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79期
开奖结果：1175951，一等奖0注；二等奖
7注，每注奖金33371元；三等奖134
注，每注奖金1800元。（844.3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84期
开奖结果：261 直选：3444（24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7646（497）注，每注奖
金173元。（1081.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4开
奖结果：26162 一等奖：49注，每注奖
金10万元。（2.4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在成都铁路口岸清关
每辆平行进口车最高奖5000

成都国际铁路港港管委对外联络
部部长曾怡介绍，新出台的一大波有利
于平行进口车发展的新政，让老百姓有
望买到更便宜的平行进口车。新政还
将助推成都国际铁路港打造西部地区
平行进口汽车分拨集散、展示销售、装
饰改装中心。

新政明确，对通过成都铁路口岸清
关的平行进口汽车企业，最高按5000
元/辆的标准给予奖励。对在成都铁路
口岸清关的异地平行进口汽车企业，按
照1500元/辆的标准给予奖励。

针对自主取得汽车整车进口CCC认
证证书的平行进口汽车企业，按照实际

发生费用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证的
补贴。对通过其他途径取得进口汽车
CCC认证证书的平行进口汽车企业，按
照5000元/辆的标准给予企业扶持。对
购买平行车三包责任险的平行进口汽车
企业，按1000元/辆的标准给予补贴。

对通过银行融资、担保公司担保、
开立信用证等多种途径融资，且用于扩
大平行进口汽车贸易规模的平行进口
汽车企业，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
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对融资利息给予
50%的补贴，且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
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奖励带来的影响
平行进口车有望再次降价

一波又一波的新政，对于四川的平

行进口车行业发展来说将会带来怎样
的影响？

从天津港转战到成都国际铁路港
从事平行进口车贸易的曾庆桃说，“有
了这些补贴政策后，再加上中欧班列
（蓉欧快铁）的优势，成都港竞争力将会
越来越强，会吸引更多商家到这里做贸
易，做大市场，也会吸引更多消费者前
来消费。”

通过成都铁路口岸清关的平行进
口汽车企业，每辆平行进口车最高奖
5000元，对于车商意味着什么？

曾庆桃毫不隐讳地说，这相当于销
售一辆日系平行进口车的所有利润。
这意味着，成都平行进口车，有望再次
降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杨晨

大学四年，张力霞没少“吃狗
粮”。校园里，面对出双入对的情侣，
她的男友却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青
岛。但就在毕业离校前，她给全学院
一个超级“甜蜜轰炸”——男友惊喜
现身她的毕业典礼，并当场向她求
婚。

从高中死党到大学异地，如今，
在人生的新起点上，两人给了对方一
生的承诺。在由郎酒股份和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推出的“红花郎·
幸福2018”评选活动中，张力霞分享
了她人生中重要的一刻。

毕业典礼上的“彩蛋”
男友现身当众求婚

7月9日，回忆起几天前被求婚的
那一幕，22岁的女生张力霞还是觉得

“不太真实”。
张力霞是成都大学文新学院

2014级学生，6月28日，毕业典礼上，
她的男友吴建，手拿气球、鲜花和钻
戒，来求婚了。

“当时典礼快结束了，老师突然
说，有个‘彩蛋’。”当张力霞和同学们
猜测老师究竟准备了什么“彩蛋”时，
一身正装的吴建出现在她眼前。

“很意外，之前他说来不到。”其
实，张力霞一直有个心愿，想和男友
一起毕业，“大学这几年没在一起，毕
业典礼想他陪着我，所以他说来不了
时，我还有点遗憾。”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202
天，从成都到青岛，1841公里，思念只
能顺着网线传递……都说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往后的日子，都要与你
相伴，从清晨到黄昏，从黑发到白发，
从此刻到永久。”

这段告白虽然已练过多遍，但上
了台，吴建还是有些紧张，甚至有点结
巴，张力霞一直笑着看着他，“其实，我
也是在后来看了视频后，才知道他说
了什么。当时，我整个人都很懵，只听
到他最后那句‘嫁给我好吗’。”

吴建拿出戒指，单膝跪下，张力
霞没有犹豫，伸出了左手，大声回答

“好”。

高中老师“撮合”
死党变恋人

张力霞和吴建是高中同学，今
年，是两人认识的第7年。

高中三年，最简单纯粹的日子，两
人埋下了友谊的种子。课间打打闹闹，
放学后相约玩耍。“我们一起玩的有好
几个人，大家只是单纯地觉得玩得来，
都没往恋爱那方面想。”张力霞说。

高考后，张力霞来到成都读书，
而吴建去了青岛。遥远的距离没有
让两人疏离，他们一直通过微信了解
着彼此的生活。

在大学假期，高中好友聚会，两
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感情在发酵，不
过，因为“太熟”，谁也没有开口。两
人的小心思，被眼尖的高中老师发现
了。一次聚会，老师“无意”中的一句

“你们俩挺合适”，让张力霞红了脸，而
吴建则呵呵傻笑，有些不知所措。

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们俩。
大一下学期，两人正式交往。

异地制造小甜蜜
毕业后一起打拼

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青岛，两人
平时只能隔着屏幕交流。但吴建总
会悄悄为张力霞制造一些惊喜。

张力霞20岁生日那天，吴建从青
岛赶到成都，当面送上祝福；张力霞
无意说寝室离教学楼太远，他就买了
自行车寄过去；这次毕业典礼上的求

婚，他提前20多天就开始策划，并“串
通”了张力霞的好友和老师，只为“送
她一个难忘的毕业礼物。”

“他是个很细心很贴心的人。”说
起吴建，张力霞嘴角挂着幸福的微
笑。毕业后，两人打算回老家泸州，
一起为以后的美好生活打拼。幸福
是什么？才22岁的张力霞坦言，自己
尚不知答案，“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我们两个，会一起寻找。”

超浪漫！
男友飞越千里
毕业典礼上当众求婚

“红花郎·幸福2018”已正式启动。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全川、全网寻找幸福
故事，并为幸福的人儿送上喜庆满满的红
花郎，一起为幸福干杯，向奋斗致敬。

赶快通过以下途径，分享你的幸福吧。

一起为幸福干杯

扫码晒幸福还有奖品拿
“红花郎·幸福2018”评选活动从即

日起已开始报名。“红花郎·幸福2018最
美新娘”、“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酒

楼 、“ 红 花 郎·幸 福
2018优秀联盟商”三
大榜单等您来报名参
选。活动主办方为获
奖者准备了丰厚的奖
品，报名请扫二维码。

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点击求助
小封并留言，说出你们的幸福故事；

通过发送新浪微博话题#红花郎幸福
2018#，并@华西都市报进行讲述；

呼叫华西都市报热线
028-96111

1
2
3

幸福感言：幸福是
什么？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两个，一起寻找答
案。

好消息 平行进口车有望再降价
在成都铁路口岸清关，每辆最高奖5000元

成都市平行进口车有望再次降价。
7月10日，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四川
自贸区青白江片区）组织召开了自贸区
相关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建设
跨境供应链金融特色功能区、平行进口
汽车贸易发展、外贸及跨境电商发展等
一大波好政策。

对于想换平行进口车的朋友来说，
有一个重大利好消息：通过成都铁路口
岸清关的平行进口汽车企业，当地政府
按最高5000元/辆的标准给予奖励。对
于消费者来说，有望以更便宜的价格买
到平行进口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王安忆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张力霞和吴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