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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救护车等特
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
时 享 有 道 路 优 先 通 行
权。”成都市交管局民警
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
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
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
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
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同 时 交 警 提 醒 ：警
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
救险车非执行紧急任务
时，不得使用警报器、标
志灯具，不享有前款规定
的道路通行优先权。

很多了解过种植牙的市民都知道，传统种
植牙一直是掉一颗种一颗，全口缺牙之后不仅
种牙数量很多更让缺牙者不能接受的是长达
6个月甚至一两年的等待期，这让许多本来期
待通过种植牙恢复咀嚼的中老年缺牙者望而
却步，“当天种牙，当天就可以正常吃饭”成为
许多蓉城中老年缺牙者的“梦想”。但是种植牙
技术从第一颗牙齿植入人体到现在已经五十
多年仍然继续沿用当年的手术方式及种植技
术。依托上海的国际化，深圳的智能化以及成
都口腔医疗百年的底蕴，一家蓉城智能口腔机
构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种植牙无缝衔接，带领蓉
城种植牙领域进入最快30分钟“即拔、即种、
即用”时代，真正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可以正
常吃饭。

健康问题拖不起
“即刻用”种牙越早越好

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个整体，牙齿也是一
样。正常牙齿都是紧紧相挨的，多一颗少一颗
都不行。因为一旦出现单颗或多颗牙缺失后，
前后牙齿会向缺隙侧倾斜，如果不及时补上，

剩牙承担的咬合力长期超负荷运转，便会导致
牙槽骨快速萎缩，进而致使剩余的好牙也很快
脱落，牙齿掉了之后，不仅不好看，脸部塌陷更
显苍老。更为重要是，东西嚼不了太碎，没有经
过牙齿充分咀嚼的食物进入肠胃，会增加胃肠
的负担，可能引发肠胃功能紊乱，消化不良营
养不足，从而导致各种全身性的健康问题，如
果半口全口的缺牙，还有可能诱发老年痴呆。
因此，国内外的牙医都主张，一旦出现牙缺失，
必须尽早修补，因为越拖牙齿掉的越多，牙掉
越多身体健康越受影响，得不偿失。

缺牙危害和修复牙齿重要性，市民都很容
易明白，也知道种植牙的好处。但是，一了解却
不想种了。原因有几点，首先是：传统种植牙需
要3-6个月周期，并且还要翻瓣、缝合、拆线等
一系列过程，怕疼怕麻烦，老年人身体更是承受
不了。很多缺牙者拨打 028-69982575 电话问
到，传统种植牙技术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
智能口腔医师罗君介绍说，种植牙可不只是单
纯的“种”，因为在种植前先得拔牙，患者的牙槽
上等于空了一大块儿，而过去种植牙体的表面
没有特殊处理过，加上当时的技术水平还未满
足即刻种植的要求，要让种下去的牙体很好融

合，保持稳定性，就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保障。
其次是价格超出预算，以如今物质生活水

平，种几颗牙自己还是能承担，实在不行儿女也
没有问题。问题是，种半口和全口牙，十几二十
颗种植体，谁都要考虑一下，而且一次手术就要
几个小时，老人家一听就打了退堂鼓。最后很多
人要不就再等等，要不就凑合做个活动假牙。活
动假牙，价格实惠，也不用做手术，但是，活动假
牙用不久，而且存在戴不稳、咀嚼困难、感染发
炎等弊病，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即刻用种植牙技术
在解决全口牙缺失的基础上更实惠

当市民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北京“即刻
用”技术参与研发及北京地区推广的李医师在
成都带领实施的“即刻用”方案，就成为之前

“等一等”缺牙市民不错的选择。“即刻用”种植
技术，就是针对传统种植牙疼痛、时间长、身体
承受力不足、牙槽骨萎缩等缺点进行技术创
新，结合数字化技术和人体工程学原理，实现
了即拔即种以及即刻负重，半口牙种植极短时
间内完成，特别适合高龄缺牙者。

拿半口种植牙来说。在术前，通过全景CT
全息扫描掌握口腔骨密度、骨承受力、咬合位
置、极佳受力点等数据，选择4个支撑点来支撑
半口牙的最佳承重点位，而后，采用3D打印技
术的导板，让种植位置可以提前精准预知、种植
手术过程数字化全程辅助，更精确，痛感更低的
种植牙变得更容易实现。而在种植牙之后，马上
就可以佩戴好术前准备好的牙冠，就可以吃东
西了。“即刻用”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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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高端的技术对落户医院的资质及资
格要求也是很严格的，直至2017年底，成都这
一家口腔机构才以成都市二级口腔医院的建
院标准和每年对数字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相关
领域的投入建设，终于得以将该技术引入蓉城，
并邀请即刻用北京地区推广知名医师集合西
南地区优秀种植牙医师组成技术小组，在即刻
用种植牙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尝试，2018年率先
提出“AI+即刻用种植牙3.0”，开始探索智能口
腔与即刻用种植牙的结合，并一步步去实现。

另外，医院还从患者实际需求出发，特别建
设咬合力实验室，测试种植牙的咬合力对种植

体的影响以及对口腔的满足程度，而美学设计
中心更让所有的患者在满足咬合力的同时让牙
齿的外观更漂亮舒适。对老年人来说，不仅能够
解决他们的缺牙问题，半口/全口牙更是仅需要
4-8颗植体即可恢复咀嚼，可是省了一大笔钱。

昨日中午，东风渠安靖段，一女子落水被
冲了四、五百米直到冲过河中水闸后，溺水身
亡。事发时，在两岸进行施救的民众曾反复对
管理站人员呼喊“拉下水闸”，然而水闸并未
调整。当日下午，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相关人员回应称，汛期的东风渠，下闸会迅速
造成闸前水位上涨，对工程产生危害，同时也
会出现翻水的状况，淹没周边的民房。

突发
女子跳入东风渠 岸边留下5月娃

昨日中午12点左右，52岁的刘勇看到一位

30岁左右的女子，站在河岸的缺口处，“完全没
有要跳河的征兆，。”

一瞬间，女子跳入了水中，被河水冲了
四、五百米之后，在一处浅滩上被消防人员救
了上来，但已经溺水身亡。

记者赶到现场时，女子的遗体已经被运
走，目击者老李告诉记者，旁边的草丛中，女子
留下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孩子。老李说，“死者的
家属称死者是孩子的母亲，孩子才五个月大。”

质疑
拉下水闸方便施救 管理站为何不关？

50岁的庞军回忆，听到呼救后，他探出身
子，看到女子在水中拼命地挣扎。庞军跟随女
子被冲的轨迹，沿着河岸往下游跑，并用漏网
将女子拦了下来，正当庞军翻过河岸的围栏，
准备下河拉这名女子时，该女子突然撒手，又
被河水冲走了。

在被冲了四百米左右后，女子离河中的
水坝越来越近，“那时水流很急，下水游过去
施救不现实，风险极大。”一位居民称。

最终，女子被消防人员在闸后方约一百
米处被打捞上来。

据目击者称，在施救过程中，不少居民都
冲着河中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呼喊“关掉水

闸”。“如果把水闸拉下来，那女的也不会被冲
过水闸，这样更方便施救。”一位施救者说，在
现场，很多居民对为何不拉水闸提出了质疑。

回应
东风渠管理处：拉闸会威胁居民安全

对此，东风渠管理处供水科科长李杰表
示，目前已进入汛期，东风渠水流量很大，流速
快，“如果一旦下闸，会迅速造成闸前水位上
涨，对工程产生危害，同时也会出现翻水的状
况，淹没周边的民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6月11日上午，成都大雨。人民南路上的车流移动缓慢。这时一辆车竟然“逆行”，沿途车
辆却纷纷主动让道……

上午10点过，一辆救护车从日月大道前往位于国学巷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救护车上
载着一位脑脊髓患儿，因为病情有变需紧急转往川大华西医院进行手术。病人情况危急，在
救护车上已经没有自主呼吸能力，依靠呼吸机勉强维持。

救护车沿着二环高架下来后，顺着人民南路往医院进发。到了人民南路附近，车多拥堵、
行驶非常缓慢。特殊情况下，这辆救护车在部分时段驶入对向车道行驶，路上救护车开响警
报器，沿途车辆主动让行，让出这条“生命通道”。

从二环高架上避让的车辆，到人民南路主动让行的车辆，约数十辆。这也为抢救病人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救护车行驶时间约半个多小时。

目前病人已经成功转到华西医院，已经在昨日进行了手术，目前正在进一步救治。

时间越来越紧。6月11日上
午 10 时许，从日月大道驶来的
一辆救护车正在往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行驶，一路拉着报警器。
救护车上的病人是一位儿童，
因为脑脊髓病情严重，刚刚从
崇州一家医院转诊到达成都一
所医院，又因为病情危急，需要
紧急转诊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进行救治。

11日上午的成都大雨，暴雨
中车辆行进得格外缓慢。救护车
沿着日月大道穿过苏坡立交通
过成温高架路，驶上了二环高
架。“在高架路上，其他车辆发现
救护车都尽量让行，方便第一时
间抢救病人。”目击者透露。从永
丰立交桥下二环高架后，救护车
沿着人民南路行驶，希望以最快
速度到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因为下雨的缘故，人民南
路沿线车多行驶缓慢，几乎一个
红绿灯只能过几辆车。”目击者
回忆。从永丰立交桥到川大华西
医院的3公里道路，红绿灯就有
5个。

“在当时，急救车上的病人已
经没有自主呼吸能力，情况非常
危急。”紧急情况下，急救车司机
不得不驶入旁边的对向车道，“逆
行”通过部分拥堵路段。为了保障
安全，救护车并非所有路段都是

“逆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
过部分拥堵路段后立即驶离对向
车道。

在现场拍摄的视频中记者
看到，这辆救护车在人民南路前
行，因为走的对向车道，行驶非
常缓慢。看到的社会车辆主动让
行，避开这条“生命通道”。

救护车遇堵，不得不逆行通过，而社会车辆则纷纷
让行……6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事发时的监
控视频，还原了当时感人的一幕。

视频显示，6月12日上午10点38分，救护车通过
二环高架匝道驶入人民南路朝着一环路方向驶去，此
刻前方车流量大，排行车辆较多，救护车从进城方向最
左侧车道变道进入了对向车道。

视频显示，当逆行通过倪家桥与人民南路路口后，
救护车变回了原本进城方向的车道上正常行驶。

到了10点41分，当救护车快行驶至省体育馆时，前方
排行的车辆又多了起来，救护车从车流中挤了出来，进入
对向车道行驶。视频显示，顺利通过省体育馆与人民南路
路口后，救护车左转进入金陵横路，朝华西医院疾驰而去。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救护车两段逆行之路都十
分通畅，原本在对向车道的车辆均变更到另一条车
道上行驶。

最终，这位患儿成功在安全时间内送达医院，进行
进一步抢救，目前还在进一步治疗中。“从出发地到目
的地，救护车行驶时间约半个多小时。目前病人已经成
功转到华西医院，在当天进行了手术。”知情人士透露。

智能牙科成蓉城热点 种植牙进入“即拔、即种、即用”时代
50岁以上缺牙老人拨打电话028-69982575免费预约“即刻用”北京牙专家号

专属成都市民的蓉城智能口腔健
康卡持续申领中，目前申领人数已经超
500人。一张卡等于一个家庭免费“口
腔诊断、保健、洁治、建档、种植牙补助”
等综合一体的家庭口腔健康卡。因为智
能牙科资源的稀缺，所以蓉城口腔健康
卡目前只能进行小范围的尝试，面向蓉
城市民限量发行2018张。首批蓉城口
腔健康卡将优先提供常住成都且年满
50 岁 的 缺 牙 老 人 ，拨 打 热 线 ：
028-69982575实名登记领取。

如何申领
“智能口腔蓉城卡”

最
美
逆
行

堵车！情急！
还有3公里路

娃儿没了自主呼吸

让道！救人！
对面车让行
半小时抵达

交警：
救护车紧急情况下
享有优先通行权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张肇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制图 冯成

目
击

当时因为下雨的缘当时因为下雨的缘
故故，，人民南路沿线车人民南路沿线车
多行驶缓慢多行驶缓慢，，几乎一几乎一
个红绿灯只能过几个红绿灯只能过几
辆车辆车。。

视
频

为了保障安全为了保障安全，，救护救护
车并非所有路段都车并非所有路段都
是是““逆行逆行”，”，在保障安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全的前提下，，通过部通过部
分拥堵路段后立即分拥堵路段后立即
驶离对向车道驶离对向车道。。

交
警

救护车执行紧急任救护车执行紧急任
务时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前提下，，不受行驶路不受行驶路
线线、、行驶方向行驶方向、、行驶行驶
速度和信号灯的限速度和信号灯的限
制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其他车辆和行人
应当让行应当让行。。

女子跳东风渠被冲走四五百米 众人施救未果

施救者质疑：水闸为何不拉下？
东风渠回应：拉下水闸会威胁两岸居民安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8156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322；排
列 5 中 奖 号 码 ：

32234，。●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67期开奖号码：754735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8156期开奖结果：
324。●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1806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
码：01、04、09、12、15、18，蓝色球号
码：05。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救护车跨线送危重患儿
对面车流让出生命通道

10点38分

10点4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