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美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而成都人对美的追求更是极致。正因如
此，去年年底“即刻用”种植牙一落户蓉
城，由于“即拔、即种、即用”的技术特点，
一般10-30分钟就能种出一口好牙，一
下获得无数市民关注，一年来，已经为近
6000个家庭带来幸福的欢笑声，平均每
一天就有近20位市民重新获得一口好
牙。今天，很多对先进种植牙技术有了

解的市民都会说道：“种植牙其实很简单
的，几分钟就可以种一颗牙，做完就能吃
东西了。”

不过，在成都，“即刻用”之所以有越
来越多缺牙老人选择，并不仅仅只是

“快”！“智能牙科”的蔡明河院长介绍道：
“今年，智能牙科进行了健康普查、案例
征集等多维度的口腔大数据收集，数据
显示，缺牙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人群体，

而且这个群体伴随着缺牙颗数多、缺牙
时间长、身体条件差等特征在做‘即刻用
’种植牙的改进和升级时，也充分考虑到
这一点，如何让中老年缺牙人群种牙不
痛苦、不折腾、不等待，是智能牙科努力
的方向，而现在我们实现的方式，就是将
数字化、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与种植牙
技术结合，去实现精准、微创、高效种
植。”

智能牙科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首次开放50岁以上缺牙补助名额

春节前缺牙市民的共同话题：
“即刻用”如何在极短时间恢复满口好牙

种牙热线028-86969233面向全市追发50张智能牙科百岁卡，“789”冬季植牙计划年底一个月援助人群放宽至50岁以上缺牙者，还可申请15名院长学术案例征集名额

昨日，多年冬天未见雪的成都下
雪了，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整座城市却
是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躲在屋里看雪，
脸上洋溢着的是幸福感。同样的情景
也出现在智能牙科，虽然外面是天寒
地冻，但智能牙科是全天开足了暖气，
备上了热茶，冬日的温暖令人心情愉
悦，而让这些缺牙市民更欣喜的是，缺
失多年的牙齿种上了，多年未尝的美
食终于可以好好吃一吃了。而这就是

“即刻用”种植牙给市民带来的全新体
验，在牙床上躺不到一会儿，种植医生
就给种上种植体，在休息区坐一坐，和
其他患者聊聊天，助理医生就给做好
了牙冠，给戴上牙。笔者了解到，虽遇
雨雪天气，部分高龄缺牙老人不方便
出门，不过，部分想赶在春节前种牙的
市民，反而不顾天气情况，兴冲冲地跑
来种牙。

“十年不知肉滋味”听起来可能有些
夸张，但确实是缺牙患者生活的写照。
很多老年人因牙周炎感染导致牙齿缺失
几颗，随着年龄增长，缺牙越来越多，导
致全口牙全部“下岗”。虽然后来做了活
动假牙，但假牙容易松动，吃东西嚼不烂
又咽不下，硬的东西吃不了，黏性的东西
也不敢吃。

智能牙科的罗君医生在成都做了10
多年的种植牙，他说道，临床上，许多患
者因为缺牙可以享用的食物并不多，有
的患者为了摄入营养，采用打浆机、研磨
机把食物打碎后食用，但是，这样处理过
的食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滋味和口感，
食不知味，很多患者也无法长期如此进
食，最终还是选择做种植牙，重新找回享

用食物的乐趣。另外，罗君医生也分析
道，打浆机是无法替代牙齿的功能，因为
没有通过牙齿的咀嚼、口腔胃肠道没有
分泌足够的消化液配合，打浆机捣碎的
流质食物进入胃肠道后，不能很好地消
化吸收，因此，很多使用打浆机打碎食物
进食的缺牙患者依旧消瘦，或日渐虚弱。

十年不知肉滋味 打浆机真的可以替代牙齿功能吗？

智能牙科“即拔、即种、即用”节前半小时种牙，春节吃遍山珍海味

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
首次开放
50岁以上缺牙者补助名额

成都“789”冬季植牙计划已开展
一个月，截止目前，智能牙科已为超过
百名70岁以上缺牙老人符合条件成功
种牙，当天就恢复咀嚼正常进食，开启
冬日进补养生。最近通过热线，许多
五六十岁的缺牙者都在反馈，为什么
“789”种牙计划只为70岁以上缺牙者
开放，50岁，60岁也有半口、全口缺牙
种植的需要。为此，智能牙科特别开
展新年特别计划，50岁以上缺牙者拨
打028-86969233也可申请5大种牙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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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22年后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缴纳个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7日联
合发文明确，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符合规定的，在2021年
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
得；但自2022年1月1日起，应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

这份名为《关于个人所得税法
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
通知》明确了社会关心的全年一次
性奖金、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诸多
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旨在推动
新修改的个税法于2019年 1月 1
日起顺利落地实施。

通知明确，2021年12月31日
前，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
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
的数额，按照通知所附月度税率
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单独计算纳税。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
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
符合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
前照此执行；2022年1月1日后的
政策另行明确。

根据通知，居民个人取得股票
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
权奖励等股权激励，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也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
用综合所得税率表。2022年1月1
日之后的股权激励政策另行明确。

通知规定，保险营销员、证券
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属于劳务
报酬所得，以不含增值税的收入减
除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收入额减去展业成本以及附加税
费后，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保险营销员、证券
经纪人展业成本按照收入额的
25%计算。

通知还就个人领取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解除劳动关系、提
前退休、内部退养获得的一次性补
偿收入的政策，单位按低于购置或
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外
籍个人有关津补贴政策等缴纳个
税事宜作出具体说明，这些规定都
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

天津市副市长：

新华社天津12月28日电 天津市副
市长、“权健事件”联合调查组组长康义28
日告诉记者，经过初步核查，天津权健公
司部分产品涉嫌存在夸大宣传问题，其他
问题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康义说：“最近，天津权健公司涉嫌夸
大宣传、传销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此，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我作为
联合调查组组长，深感责任重大。过去的
24小时，调查组分为若干小组针对不同的

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取证。目前经过初步
核查，天津权健公司部分产品涉嫌存在夸
大宣传问题。针对其他问题，调查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中，调查结果会及时向社会公
布。”

据了解，“权健事件”联合调查组27日
下午进驻权健公司，分成若干小组，分别
针对舆情关注的“周洋就诊”、是否涉嫌夸
大宣传、是否涉嫌非法传销、医疗资质、保
健食品安全等开展工作。

做权健商丘地区经销商4年来，投入
多少、赚回多少，赵作海和李素兰都拒绝正
面回答。

这些年来，两人手里还剩多少赔偿款，
两人也不正面回答。

“只能告诉你，还有。”李素兰说。
2010年，赵作海改判无罪后，拿到了

65万元的国家赔偿款。根据媒体公开报
道，其中12万元，提前预支，在老家村里建
了二层小楼用来给大儿子赵西良结婚。

赵西良结婚时，前后给彩礼、办喜酒，
赵作海花去6万元。随后不久，赵西良拿
着父亲的身份证，悄悄取走14万元。

2011年，到贺兰县投资“西部大开发
扶贫项目”和“蚁力神”，近18万元又血本
无归。

到2011年9月，赵作海常念叨的“拿命
换来的挨打钱65万”，已剩不到
三分之一。

这笔钱，赵作海和李素兰
又拿出一部分投入到权健保
健品上。

这两年，考虑到赵作海
辞去环卫工工作后日子难

过，商丘市中院又给赵作海安排了在法院
抄水表电表的工作，每月1800元。

妻子李素兰则安排到法院搞卫生，打
理一下会议室，工资也是1800元。

但是近两个月，口口声声说吃了权健
保健品提高免疫力又特别养生的李素兰，
左腿胯骨却出了毛病，连卫打扫生工作也
不去干了，换成赵作海顶替她。

记者咨询她，既然权健保健品效果很好，
吃了四年，为何胯骨还出了毛病，李素兰有点
生气，“我那么大岁数了，能不出毛病吗？一部
车跑二十万公里了也要出毛病啊！”

随后，她拒绝记者参观她口中“蒸一次
就不会得感冒”并用床单保护起来的权健
汗蒸设备。

并要求记者，“好好写，多报道正能
量”。

“你知不知道，我们就是被记者报道了
负能量，在贺兰县投资的十几万才一毛都
没有回来。”她说。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刁明康创作，在
封面新闻和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2021 年12 月31 日前，居民个
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
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通知所
附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
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
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符合规
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照此执
行；2022年1月1日后的政策另行明确。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
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
激励，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在2021年
12 月 31 日前，也不并入当年综合所
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
2022年1月1日之后的股权激励政策
另行明确。

天津市副市长：
经核查权健涉嫌存在夸大宣传问题

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刁明康忻晓松
河南商丘摄影报道

赵作海
“权健发财梦”

加盟4年，保健品吃了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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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时光，一晃而过。
11年自由、赵作海蒙冤入狱换来的

65万元国家赔偿款，如今只剩下过冬连暖
气都不敢装的数目了。

他和妻子坚持4年的“权健经销商”发财梦，也
近乎成了笑话:没赚钱，自己倒是吃下去了不少。

但赵作海不愿承认“权健梦”已碎。
他说，“你信不信，我心跳快的时候，吃啥药都不

行，就是一颗权健的保健品吃下去，半小时就好。”
……
发财梦还在，但现实是，老两口已陷入窘境，靠

着法院帮忙安排的抄水电表、打扫卫生的工作，每人
每月领1800元度日。

12月28日，已是隆冬。
赵作海和李素兰的家中，却没有暖

气。客厅里杂乱地摆着各种塑料袋，厨房
旁边的桌子上，还搁着一盆刚从冰箱里拿
出来的桑叶。

“这个效果好。”见记者好奇，李素兰走
上来大声介绍，“年轻人，学着点，桑叶降血
糖的，很有用”。对于老伴对中药的研究水
平，一旁来回走动暖身的赵作海似乎很钦
佩，但凡李素兰说什么，他都会报以微笑，或
者点点头。两人对权健产品的功效，以及
做权健商丘地区经销商的经历，口径也近
乎一致:“具体花了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效果怎么样，可以告诉你”。

很少发言的赵作海语气坚定地看着记
者:“你信不信，我心跳快的时候，吃啥药都
不行，就是一颗权健的保健品吃下去，半小
时就能好。”说完，他又摸了摸胸口，强调，

“真的，就半小时！”
封面新闻记者请他把功效如此神奇的

权健产品拿出来看看，李素兰赶紧走过来
打断，随手往桌上指了指，“就是那瓶，那
瓶，哎呀，你不要那么好奇”。

说着，便把桌上的瓶子收到一边，不让
记者看。

过了一会儿，趁李素兰不注意，记者偷
偷打量了一下她指的产品“权健鸿宇牌银荷
片”瓶身。上面标注着，“辅助降血脂”，并未
标明对血压高或者心跳快有治疗作用。

“除了治疗心跳快，他现在血压已经降
了不少了。”李素兰继续向记者介绍，赵作
海使用权健产品的效果很好，“他原来血压
220，现在160了，你说好不好”。

记者请她把体检表拿出来看看是不是
去正规医院体检得出的数据，赵作海接过
话，“3年没体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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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称“权健保健品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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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法院帮助月领1800元
赵作海和妻子李素兰，桌子上摆着的权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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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故事1：苏先生28岁，平时患慢性咽

炎。2017年4月公司入职体检，血常规中
的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数偏高，无其它明
显症状，考虑“咽炎”而不以为然，之后1年
均无异常。2018年5月咳嗽、咳清稀白痰，
止咳糖浆无效。6月，咳嗽咳痰加重，白细
胞360（正常应＜10）×10^9/升，肋下触及
明显肿大的脾脏，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故事2：姜先生41岁，2013年发现血
小板减少至今5年，无任何症状。2018年
12月，感觉腹胀而就诊，体检及腹部彩超：
巨大的脾脏占聚了大部分腹腔，脾脏下缘

超过肚脐水平线，确诊：华氏巨球蛋白血
症，属于血液肿瘤。

松山医话：
1、风平浪静？
百姓认为，能吃能喝、能跑能跳，身子

结实、精力旺盛是健康，可仍然发生看似健
康的人突发重病住院，其实是小毛病从量
变到质变已酿成了大祸。量变阶段的病变
通常不典型、较隐蔽，检查也不容易发现，
或轻微的异常没有临床意义而不能确诊，
只能观察等待，特别是在各科疾病中都容
易发生的小症状，常常不易搞清楚，外观更
是难以评判。人体免疫调节和修复机制即
是机体的“正气”，初期的病变异常不能被
及时调节修复就成为隐患，如同整部机器，
小零件发生劳损或损坏，在某个环节会导

致整台机器工作瘫痪。
重病的发病形式可以是症状或指标的

异常，或者近处发病与远处发病的不同，临
床表现就普通人来看似乎与常见病、多发
病差不多，加之个体的不同也导致起病方
式的千差万变而具迷惑性，风平浪静的表
面或许暗藏着杀机。

2、何以脾大？
脾脏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内含多

种能杀灭细菌、病毒的细胞，是机体免疫力
和抵抗力的代表。脾脏受破坏则其功能受
影响而影响免疫功能，对入侵的病原菌抵
抗力降低，对体内各种病变或者肿瘤细胞
的清扫能力减弱，导致发生感染或者各种
疾病如肿瘤的发生。

脾脏通常摸不到，如果能在左肋骨下
触及表明有肿大，低至肚脐水平线为巨

脾。脾脏肿大可无症状，也可伴随全身症
状如发热黄疸、肝功异常、贫血出血、体重
减轻等。

脾大见于脾功能亢进、细菌病毒感染、
急性慢性肝病等普通疾病，也见于恶性肿
瘤如肝癌、多种血液肿瘤。苏先生与姜先
生是肿瘤性脾大，轻微的白细胞升高、轻度
的血小板减少但无症状，是最终血液肿瘤
的发病阶段，因没有发现、不断进展而发生
到脾肿大、巨脾的病情暴发阶段。

3、专业意识！
动态思维：疾病从发生到进展是变化

的，最初的指标与症状异常也会不断变化，
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和思维分析判断。
致病的邪气与人体的正气交争，双方力量
相互转换后有了疾病进退变化，出现疾病
稳定或发展、康复或恶化的结局。

动态追踪：小毛病或藏有大问题，异常
指标和身体不适迟迟没有改善，没有造成
大的危害，各种检查和治疗也没有明确的
结论，小问题就容易疏忽大意。应保持警
惕予以定期、反复追踪，可寻求专业医生帮
助，或调整就诊科室或医生以“兼听则明”。

定期体检：常规体检属于普查，对于异
常指标进行初步筛查和警示，各项结果有
无临床意义、是否需要做专科检查或进一
步诊治，应结合临床分析才能对异常苗头
作出科学判断，尽可能做到既不过度检查
治疗，也能在病情突发进展时及时应对。

《松山讲坛》公益讲座：地点：成都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学术厅（提供免费午餐）。题
目：1、2019.01.05装修及有毒环境有何重大
隐患。2、2019.01.19，药酒大滋大补，但久喝
伤害更大。咨询电话：028-87760290。

风平浪静，暗藏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