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789”中老年冬季植
牙计划，为这个冬天的成都高
龄缺牙者而来。在成都，首次
汇集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成都
本地的种植牙团队，更会邀请
更多已经在智能牙科种过牙现
在正常吃饭的老年人到院与
缺牙者分享种牙的经验和过
程 ， 现 在 拨 打 热 线
028-86969233还有冬季植牙
大福利。①邀请三甲中医名
家为身体康复慢、冬季需调养
的缺牙者定制中医术后康复方
案。②为70岁以上行动不便
的缺牙者提供预约接送服务。
③“即刻用”种植牙北京研发带
头人李建君、罗君亲诊名额对

70岁以上缺牙者开放预约；④
种植牙厂商为缺牙者送种植
金，年龄越大，缺牙颗数越大，
可享受种植金越多；⑤半口/全
口缺牙者还能申请院长特批学
术种牙名额（每日仅2名）。如
此多的重大利好，真正为成都
全口缺牙者解决吃饭问题，
活动至今，每日通过种牙热线

打进来的缺牙者数量越来越
多，但是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只
能优先选择符合条件的200名
缺牙者，请大家及时预约检查，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即刻用”，以
及能申请多大的种植牙福利。

028-86969233

成都“789”植牙计划给老年人冬季植牙多项福利

智能牙科联合中医老字号，每天为15名70岁以上缺牙者恢复全口好牙

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全城启动
第一天就有67名缺牙者通过种牙热线：028-86969233报名，当天为15名缺牙者恢复全口好牙，

现在还有部分学术案例名额面向成都70岁以上市民半口/全口缺牙者开放

据了解，因为牙齿缺损，不仅会降
低人体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更大大
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御能力。据国
内多家医院统计，常见危重病种中，慢
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
心力衰竭患者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冬
季最为多见。而在冬季急诊危重死亡

患者中，年龄≥60岁为死亡高峰年龄
段，约占70％。

虽然没有明确的医学资料表明缺牙
与上述疾病的关系，但是种植牙医生也
提醒大家，人体是一个协同运作的整体，
缺牙之后引发的咀嚼功能降低，消化不
良，软烂肥肉为主的生活方式，缺少扣齿

健脑的神经刺激，以及缺牙之后造成的
社交压力和容貌老态等都能够间接的导
致疾病的发生和加重。所以及时修复缺
牙，不仅可以带来好的咀嚼体验，还能够
通过更均衡的营养、好好吃饭的心情，调
整心态，减少冬日疾病的发作，让老年人
好好过冬。

自“即刻用”种植牙落户蓉城
半年以来，其“即拔、即种、即用”
的技术特性深受市民信赖，智能
牙科“微创、无痛、高效”的先进理
念深入人心，赢得全城口碑。智
能牙科也成为更多成都缺牙者种
牙 的 优 先 选 择 。 健 康 热 线
028-86969233在接到众多植牙者
的咨询之后，特别对智能牙科进
行相关访问和报道，此次更是联
合智能牙科为70岁以上蓉城老年
缺牙者特别开展成都“789”冬季
植牙行动，让70、80、90岁的成都
缺牙者以年龄、缺牙情况来获得
相应的种植牙减免金额，让更多
老年人凭借此次活动，告别咀嚼
障碍，再次有机会享受冬日里好
好吃饭的健康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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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上午，由四川省作家协会、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中国作家协会创作
研究部、文艺报社共同主办的“庆祝改革
开放40年·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包括中国煤矿作协
主席刘庆邦、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
阳、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人
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文艺报》总
编辑梁鸿鹰、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
辑李舫、《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王山、中
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小说
选刊》副主编王干等在内的40余位全国
一线文学评论家，相聚中国作协会议室，
对反映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迎
风山上的告别》和书写四川省乡村振兴
的长篇报告文学《向往》集中展开研讨。

在研讨会开始前的开幕式上，中国
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
马加，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阎晶明，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侯志明等发表了讲话。吉狄马
加和阎晶明在讲话中都对四川省作协开
展文学扶贫工作进行了高度肯定，认为
四川省作协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

“走在了全国文学界为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文学力量、提供文化支
撑的前列。”

吉狄马加
只有把心沉在人民、文学中

作品才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在讲话中，吉狄马加首先高屋建瓴
地指出，文学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系、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
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无论作为作
家个体，还是作协这样一个组织机构，我
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责无旁贷地承担
着塑造民族精神，建设国家共识的重要任
务。胸中有丘壑，笔下自华章。我们期待
更多作家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
艺术滋养、激发创作激情，奋发有为的激
情与勇攀高峰的决心和信心，自觉把个
人的文学艺术追求同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结合起
来，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创作的

不竭源泉，用文学的形式描绘时代的精
神图谱，为生活画像，为人民立言。”

把时代主题与文艺的细节真实相融
合，写出人民在奔向小康社会的精神追
求、心理感受及其时代特征，写出现实作
品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统一的
优秀之作，是对作家的艺术表现能力的
考验。吉狄马加认为，文学艺术要与时
代同频共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把心
沉在人民中、沉在文学里，作品才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

吉狄马加以此次研讨的对象《迎风
山上的告别》《向往》为例说，“他们用文
学体裁记录普通人的日常故事，折射大
时代的铿锵脚步。透过这次将研讨的两
部作品，希望可以看见更多作家深入基
层、扎根人民的生动文学实践。”

在发言最后，吉狄马加对广大作家
提出殷切期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是致敬历史的纪念，更是再启征程的出
发。改革开放无终点，艺术探索无止
境。面对新时期的新挑战，希望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更自觉地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与时代共振中，
更主动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面对火热

的社会实践，既‘入乎其中’，真切体验生
活；又‘出乎其外’，深刻领悟真谛，以高
尚的精神品格为卷，以峭拔的气节风骨
为笔，以质朴的赤子情怀为墨，在与时代
的同频共振中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复
兴的文学精品。”

作品研讨
作家、文学评论家纷纷点赞

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取得突出成就

四川省作家协会于2017年初启动
实施为期四年的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
动。活动开展两年来，四川作家创作出
了一批书写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中篇
小说《高腔》《山盟》、报告文学《通江水暖》
《大国扶贫》《向往》《决战贫困》《大国扶
贫》、长篇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等先后
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并公开出版。

16万字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迎风山
上的告别》的作者独辟蹊径，以四川农村
一位贫困户家中残障孩子为主角，通过
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把自身经历的今非
昔比的变迁置之于精准扶贫。小说中既
有对脱贫攻坚“啃硬骨头”的客观呈现，
又有对梦想的诗意抚慰和对希望的温暖

传递。
《向往》的两位作者刘裕国与何竞，

用双脚丈量大地完成的47万字报告文学
作品，描述了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现为
罗江区）大力开展乡村振兴的奋斗历
程。在表达方式上，该作品用百姓故事
讲述“中国经验”，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了淋漓尽致的文学表现，也是中国现阶
段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长卷的缩影。

“告别”贫困的生活，表达对美好的
“向往”。研讨会上，著名作家、文学评论
家施战军、李舫、王山、白烨、刘庆邦、梁
鸿鹰、王干等从不同角度对两部作品进
行了深入研讨，既有充分的肯定，又有精
心的指导，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们无一
例外地提到了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取得
的突出成就。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对
《向往》里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美丽罗
江印象深刻。《迎风山上的告别》里的丰
满的民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让施战军
念念不忘，“这个小说找到了非常好的
点，把乡情写得很感人。”

研讨会最后，《迎风山上的告别》作
者章泥、《向往》作者刘裕国分别发表了
创作感言。

反映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长篇
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

书写四川省乡村振兴的长篇
报告文学《向往》。

“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
离百姓越近，他的创作就越容易找到
力量的源泉。世间万象，纷繁驳杂，
尤其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丰富性、复
杂性超越既往，作家怎么选择，目光
投向哪里，志趣寄托在哪里，很大程
度上也就决定了作家的品位和作品
的质地。”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70岁以上缺牙者要做种植牙，在以
前的成都都算是有难度的种植牙群体，
更不用说80、90岁的缺牙者了。加之
这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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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河院长
明确回答，主要还是依托于人工智能和

数字化技术与“即刻用”种植牙技术的
结合。无论是手术创口、手术时间、出
血量、疼痛程度、安全性，“AI+即刻用
3.0”都做出跨越性的改进。CT扫描机
来代替医生的“肉眼”观察，计算机3D
成像技术1：1还原设计方案，打印导板，
不用切开翻瓣，只需在牙龈上打一个微
孔，植入种植体，创口只有3~4毫米，几乎
小到肉眼都看不到。同时也缩短手术时
间，平均3-5分钟种一颗牙，一口好牙半

小时就种好了。
更关键的是，AI主导下的种植牙手

术，实现了种植的可视化和精准化，大数
据根据口腔生物力学、牙槽骨承重力量
以及与牙神经的距离的精确计算后选择
的种植点位，形成牙齿支撑力和咀嚼承
受力的完美平衡，突破了“骨结合”的限
制，让“即拔即种即用”成为可能，甚至
97岁的缺牙者都可以在AI技术下实现
当天种牙当天用。

当天种牙当天吃饭 为什么全口好牙对高龄老人过冬如此重要

智能牙科如何实现 让70岁的老人也能当天种牙当天用

刻画“两弹一星”元勋艺术形象
话剧《国魂》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观众说《国魂》：
看到了功勋人物的伟大
永不放弃的精神鼓励了我

当晚8点，随着舞台大幕缓缓拉开，
一个硕大的勋章映入观众眼帘。音乐声
起，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23位“两
弹一星”元勋的照片一一呈现。

时间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饰
演邓稼先、郭永怀、任新民的演员走上
台，阐述他们心中的信念：“回家”。

紧接着，舞台再现了钱学森和夫人
蒋英遭遇百般阻挠却依然不放弃回国的
故事，让现场观众切身感受到当时科学
家建设祖国的热切心情。接下来，演员
们通过“力学所与邓稼先的家”“九院理
论部”“东风二号弹着点（残骸）”“卫星制
造厂和钱学森办公室”“戈壁以及指挥
所”等七个场景的演出，展现了“两弹一
星”元勋们在艰苦复杂条件下，带领科学
家们献身“两弹一星”事业的崇高品质和
家国情怀。

“老邓，这是我的底线，你听听这盖
革计数器，辐射不小了，你不能再靠近
了。”舞台上，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几近
哽咽，但他的劝说对邓稼先来说是徒劳
的，“让年轻人都撤出来吧，我得进去！”
看着邓稼先坚定地走向前方的一幕，现
场一千多位观众噙着感动的泪水。一位
95后职场新人直言：“这部话剧让我们
看到了功勋人物的伟大，他们在困境中
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会一直鼓励
着我。”

主创话《国魂》：
科学家们的故事和精神
有着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据悉，《国魂》由国家一级导演、编剧

冯佳执导，青年剧作家张然、导演冯佳联
名创作，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导演金乃凡
担纲艺术顾问，著名作家、编剧郭同旭担
任文学统筹。冯佳坦言，“这些科学家们
的故事和精神有着一种直指人心的力
量，《国魂》的创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精

神的洗礼、一次心灵的蜕变。”
演出结束后，金乃凡感慨表示：作

为艺术顾问，他亲身感受到了这部剧创
作、排练的艰辛。“这部全景式反映我国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群和生产历程剧
作，难在它高度的保密性和众多泰斗级
科学家形象。把真人真事搬上戏剧舞
台，极大地限制了艺术创作的空间。另
外，高端的科技领域和广大普通观众的
生活相距甚远，不容易引起共鸣。但人
艺强大的创作力把这台戏演得有声有
色，感人至深！”

在话剧《国魂》公演期间，为期两天
的“‘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也于
12月4日在成都锦城艺术宫开展。本次
展览所展示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人
物肖像画，均由国家一级美术师杨华创
作完成。作品突破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创
作形式，采用大肖像着重刻画人物的面
部表情，突出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是弘
扬中国科学家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绘
画精品力作。

●一边是带游泳池的阳光豪华
别墅，一边是荒凉的戈壁幽深的峡
谷，如果现在让你来选择，你会选择
怎样的生活？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这么
一群人，他们毫不犹豫放弃了国外优
越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历尽千难万
险，回归祖国的怀抱，投身到祖国的
建设中。

●他们，就是“两弹一星”的元勋
们。12月5日，反映“两弹一星”精神
形成过程和当代价值观的话剧《国
魂》在成都精彩上演。

话剧《国魂》以钱学森、邓稼先、
郭永怀、任新民、于敏、孙家栋等一大
批优秀科学家们投身“两弹一星”伟
大事业为主线，再现了他们以浓厚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科技创新精神创造
出“两弹一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人间奇迹，用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惊
人的毅力和速度，实现了国防科研事
业的战略性突破的艰难过程；再现了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勇于登攀的精神，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话剧《国魂》剧照

12月5日，“庆祝改革开放40年·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全国一线文学评论家集体点赞：
四川脱贫攻坚文学走在全国前列

“为生活画像，为人民立言”

12月5日，“庆祝改革开放40年·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