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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严重影响中老年生活
但缺牙的原因你知道吗？

很多参与普查的缺牙市民在“缺牙对
生活各方面影响”这一题目中，勾选了吃
饭和发音方面都已受到了严重影响，有缺
牙10颗以上的市民说道：“吃不香睡不
好，太恼火了！”现场的口腔专家也向记者
介绍道，中老年人牙齿缺失除了会直接导
致咀嚼功能减退，营养摄取不足，还有可
能导致发音功能障碍、面容加速衰老、消
化系统紊乱、心血管疾病加重等。

缺牙严重影响生活，但绝大数市民都
认为，这是“老掉牙”现场，无法避免，鲜有
市民知道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也找不到一
份真正实用的针对中老年人的口腔健康
指引。本次口腔健康普查的意义就在于，
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为四川中老年提供
一份专属口腔健康指南，消除群众的口腔
健康疑问和误区，指导中老年人的饮食习
惯、用牙习惯以及口腔疾病防治，改善口

腔保健意识和行为，提高口腔健康水平。
为了鼓励更多人关注四川中老年口腔健
康，所有参与口腔数据普查的市民即可领
取中老年专用护牙套装，参与样本征集的
市民，还可获得特邀口腔专家的全面口腔
检查，赠予普查纪念章，并在《四川省中老
年口腔健康白皮书》上署名鸣谢。

建设四川中老年口腔大数据
让“智能种牙”惠及更多缺牙者

缺牙市民最关心的就是修复技术。传
统种植牙因缺乏医疗设备的精准辅助，没法
全面了解患者的口腔情况，难以确定种植体
精准的种植位点，只能靠医生目测，凭经验
和感觉去种植。智能种植牙与传统种植牙
的区别就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
用，通过普查、案例征集等不断地积累数据，
建设四川省中老年专属的口腔大数据中
心，让大数据辅助诊疗，可根据每个人的不
同年龄、不同体质条件，计算出种植深度、角
度，达到更牢靠的骨结合效果，并拥有更可

靠的咬合力，让种植牙技术在实现“当天种
牙当天可用”效果的基础上，走向高效化、精
准化、舒适化。参与普查的缺牙市民也可获
得“即拔、即种、即用”智能种植牙方案。

特 别 提 示 ：由 于 拨 打 普 查 电 话
028-86969233的市民过多，部分市民可
能出现无法正常接通的情况，请市民谅

解，可尝试再次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填写问卷并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会在第一
时间给予回复，也可本报
刊登的问卷上直接填写问
卷，持报纸前往定点口腔
医院（成都市青羊区金凤
路19号附1号）。

口腔健康数据普查火热进行中
医疗大数据将惠及四川缺牙市民

普查专线028-86969233提醒：参与样本征集可获“即刻用”智能种牙方案，60-80岁年龄段名额已不多
9 月，由本报发起的

“四川省首届中老年口腔
健康数据普查”在我省范
围内展开，吸引了众多市
民参与到普查中来。普查
定点医院也发现，参与普
查的中老年人中缺牙群体
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且，
这些缺牙市民普遍存在不
良饮食习惯和用牙习惯，
如，抽烟、热衷火锅、咬硬
物等等，定点医院的医生
也表示，这些日常中不注
意的小习惯，正是引起口
腔疾病的重要的原因。

姓名：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 居住区域（如：成都市武侯区）：___________

1、您多久检查一次口腔健康状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每年会花多少钱用于口腔健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抽烟吗？每天抽多少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经常吃甜食吗？频率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你经常吃火锅、串串等热辣食物吗？频率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缺牙吗？缺几颗？缺牙时间多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你是否有以下用牙习惯？ 8、您是否有以下口腔问题？
A. 睡觉磨牙 B. 啃苹果、萝卜等硬脆果蔬 A. 蛀牙 B. 牙龈肿痛、出血
C. 吃完面食不漱口 D. 嗑瓜子、核桃等坚果 C. 牙齿松动、断裂、缺失 D. 牙齿敏感
E. 用牙撕包装开瓶盖 F. 嚼东西只用一边牙齿" E. 牙结石 F. 牙周病 G. 牙黄 H. 其他______
9、如果牙齿缺失，你会选用什么修复方式吗？ 10、你没有选择种植牙作为缺牙修复的原因是什么？
A. 烤瓷牙 B. 活动假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种植牙 D. 不修复，凑合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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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口中的“侠客世界”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单田芳的
一生，是跟评书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出身于曲艺世家的他，24岁便正式登台，说
了56年的评书。从“30后”到“90后”，他的
嗓音，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也见证了
评书艺术在他口中的辉煌时期。

《三侠五义》里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
仗义的慷慨故事；《白眉侠》中为保国泰民
安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侠客风骨；还有《乱世
枭雄》里张作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单靠一张口，单田芳就为观众们勾画了一
个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展示了变幻莫测
的评书艺术。当然，单田芳的评书代表作
数不胜数，除此之外还有《三侠剑》《童林
传》《隋唐演义》《水浒外传》等等。

在单田芳的评书生涯中，他是全国出版
评书最多的评书演员。自1981年以来，他先
后出版了近四十部评书，其中《大明英烈》入选
《中国十大传统评书经典》丛书。他的评书风
行全国大江南北几十家广播电台，《天京血泪》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听众多达六亿。

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
奖典礼上，单田芳获得终身成就奖。当时
已经78岁高龄的他，依旧行走在评书艺术
之中，深耕不辍。单田芳曾说过：“人的一
生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总结了一句话：
人生在世难难难，苦辣酸甜麻涩咸，起早贪
黑为张嘴，争名夺利不停闲。”这样看来，他
似乎已经将人生的风雨，融入到了他所说
的评书之中。

世间再无“且听下回分解”

去年年底，单田芳还在微博上与网友
互动，询问各位网友：“一直想了解大家最
爱我的哪部评书？哪个人物？为什么？”这
条微博的评论达到一千多条，被转发了将
近五千次。现在互联网上的主力军“80
后”、“90后”，大多都是在单田芳的评书声
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微博下讨论纷纷，有
的说喜欢“一代枭雄”张作霖，有的说喜欢

“脸皮厚”的房书安，也有不少人喜欢“白眉
大侠”徐良。

当时，单田芳也是兴致高涨，不仅回复
了很多网友的评论，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最喜欢的人物也是房书安，看来是英雄
所见略同。一个受人喜爱的丑角，诙谐，幽
默，胆小，重情义。”

可惜的是，不过数月的时间，传来的
便是单田芳病逝的消息。而此消息公布
不过片刻，“单田芳去世”的消息便封顶微
博话题头条。网友“思雨梦江南”在微博
上写下：“小时候，经常坐在炕上，听着单
田芳先生的评书，妈妈或在织毛衣……愿
单老先生走好，感谢您的精彩评书，为我
的童年更多添一份欢乐与记忆。”

一代评书大师单田芳与世长辞，56载
的评书生涯，带给世人无数的传奇故事，留
给后人无尽的宝贵财富。他是几代人的回
忆，也是评书艺术史上难以磨灭的烙印。
正如网友所言：“自他走后，世间再无‘且听
下回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李雨心

刘劲是70多次成功扮演周总理的特型演
员，这一次，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第一次在
《周恩来回延安》中，担任主演、总导演、总策
划。9月11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电话釆访了正在延安指挥拍片的刘劲。

延安老百姓
大力支持影片拍摄

首次担任电影导演的刘劲告诉记者，
《周恩来回延安》改编自作家曹谷溪的同名
报告文学，讲述了1973年6月，阔别延安多
年后的周总理重回延安的感人故事。电影
重温了党的奋斗历程，提醒全党不要忘记
延安这片土地上燎原的革命火种，和延安
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奉献。

电影8月初在天津开拍，后又转场到延
安拍摄，截至9月11日已拍摄30多天，目
前，上百人的摄制组还在延安加班加点地
拍摄。延安人对这部电影给予了大力支
持，尤其是在影片中担任群众演员的当地
老百姓，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他
们一分钱片酬都不要，提供给摄制组的拍
摄场地也一分租金不收。

刘劲给记者独家传来了几段片场拍摄
的视频。画面中，一群群众演员穿着那个
年代的服装，和刚刚化好妆的周恩来扮演
者刘劲一起拍戏。刘劲扮演的周总理回到
延安，吃到了延安的小米饭，看到已经解放
二十多年的延安人民，依然生活这样清贫，
总理难过地流泪了……

总理警卫员
送来当年的白衬衫

《周恩来回延安》在延安热拍，引起了
全国观众的关注，也引起周恩来总理的亲
属后人以及北京社会各届的高度重视。9
月3日下午，刘劲携剧组从延安专程回到北
京，并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令导演刘劲感动的是，周总理的后人，在
现场表示全力支持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拍
摄。周恩来总理的二十多位亲属以及总理身
边曾经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总理秘书赵炜、警
卫员高振普等都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

周总理的侄女、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
现场致辞发言。她代表周恩来总理后人及周
总理身边曾经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刘劲拍
好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他们还把周总理生
前的工作、生活及个人思想等细节，一一提供
给刘劲，为拍摄电影作参考。

高振普将军曾是周恩来总理的卫士，
1973年他跟随周总理亲历了回延安的全过
程。为了支持刘劲和电影《周恩来回延安》，
高振普拿出自己当年随总理回延安时穿的
一件白衬衫，亲手赠送给刘劲。刘劲在《周
恩来回延安》的拍摄中，就穿上了这件被珍
藏了45年的衬衫，并表示：“穿上了这件衬
衫，感觉特别不一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

刘劲自导自演新片
再现“总理回延安”

载艺术人生
从此再无“下回分解”

“咱们上回书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当这标志性的语句一出现，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定是评书大师单田芳手拿折扇、口舌之间将江湖情仇娓娓道来。

9月11日下午3点30分，单老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一代评书大师的

艺术人生，在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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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阔别延安26年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
安，总理一下飞机就说：“我回家了，我回老家来
啦！”得知周总理回来的消息，延安人民倾城相迎
……2018年9月，川籍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正在
把这段难忘的故事拍成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再现
这段感人的故事，而延安的乡亲们依然怀着45年
前对总理的深深感情，大力支持电影的拍摄。

评书大师单田芳辞世

《周恩来回延安》剧照。

刘劲自导自演《周恩来回延安》。

巴蜀笑星纷纷悼念单老

单田芳曾来成都“泡茶馆”
与李伯清共话“南北评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恩湖李雨心

9月11日下午，著名评书大师单田芳去
世的消息传到成都，李伯清、廖健等一众巴
蜀笑星，纷纷表示沉痛悼念。廖健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几年前，单田芳
来成都，我和师父李伯清在武侯祠，接待过单
田芳老师，与单老交流过南北评书艺术。”

单田芳生前与成都有着不浅的缘分。
2007年4月，当时已经72岁的单田芳第一
次来到成都游玩，他感慨于成都悠久的历
史文化，更是沉迷在老茶馆的盖碗茶中。
他先是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等旅游胜
地，又品尝了不少成都当地的特色小吃。
后来更是专门跑到茶馆去喝盖碗茶，体验
了一把地地道道的成都人生活。“这次来了
才发现成都的茶馆真是太好了！”单田芳不
仅对成都的茶馆文化赞不绝口，还顺便赞
了一把成都的茶，感叹成都茶馆“适合大
众”。

同年8月，单田芳再次来成都，跟本土
散打评书的创始人李伯清，上演了一场“南
北评书”的交流碰撞。他们在武侯祠相见恨
晚，共话“南北评书”的差别和发展。在两人
会见的当天下午，李伯清率领四位弟子廖
健、闵天浩、叮当、万喜，早早地赶到了武侯

祠。当单田芳握着一把折扇出现在门外时，
李伯清连忙跨步相迎。两位大师先是隔着
门槛相互作揖，随后四手紧握。在寒暄之
后，李伯清向单田芳送上自己手书的“书坛
泰斗”以及亲手绘写的折扇作为见面礼。

一位是名震华夏的评书泰斗，一位
是本土散打评书的创始人，两人相见，
自然免不了切磋一番。李伯清先是命四
位弟子展示了各自的拿手绝活。随后，
李伯清还亲自出马，即兴散打了一段
发生在单田芳身上的逸事。单田
芳也不甘示弱，起身表演了一段
传统评书《张作霖手黑》。南
北评书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
致，让现场所有人大饱耳
福。

遗憾的是，单田芳的
辞世，也让这样的场景
成为了绝唱。“我向
单田芳学到了宝
贵的评书艺术，
单老师去世，我
们表示深切怀
念。”廖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