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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牙科获得好口碑
带给市民全新种牙、用牙感受

为什么智能牙科能持续获得
好口碑？部分缺牙市民反映，面对
种植牙手术，许多缺牙患者特别是
老年人还是有很多担心！“种牙会
不会痛，要多久才能正常使用？”

“需要做手术的，年纪大了，受不起
折腾！”很多掉牙的中老年市民，害
怕种植牙会疼痛，担心医生种不好
牙……种种的疑虑导致很多老人
未能得到很好的修复方式，只能勉
强戴着活动假牙，囫囵吞下熬得稀
烂的饭菜。

智能牙科的出现就为缺牙市
民带来全新的种牙和用牙感受。
在过去，缺牙患者肯定想不到，原
来，种植牙竟能如此简单，全程无
痛，舒舒服服躺上手术台，一般半
小时，一口好牙就种上了！而且，

“即刻用”种植牙还创造性地实现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冠，极大地缩
短种植牙植体植入到戴牙冠用牙
的时间。很多缺牙者在亲身体验
了智能牙科后纷纷感言，真是技
术改变生活，庆幸自己没有犹豫，
当“即刻用”落户蓉城就马上拨打
电话028-69982575咨询预约种牙，
让自己少受了不少罪，早一天做
好牙，就多享受一天一口好牙带
来的幸福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术中的
体验，智能牙科更注重术后的体
验。对于缺牙者来说，他们关注的
是种牙之后能不能像真牙一样吃
东西。智能口腔“即刻用”种植牙
敢以“真牙咬合力”作标准效果，
不仅要求每颗不同功能的牙的咬
合力和全口牙的综合平均达到真
牙咬合力，还要求达到咀嚼力强
劲、咬合舒适、咬合面整齐、负担
相同压力等效果，让市民用好牙，
舒服用牙。

以智能化、精准化为核心
攻克高难度种植牙领域

其实，做种植牙并不难。如果一
两颗牙缺失做种植牙，只要口腔状
况良好，在有种植牙资质的医院有
一定成功经验的种植牙医生基本上
都能完成。但如果是多颗牙缺失，尤
其是半口全口缺牙的高龄老人，长
时间的缺牙导致牙槽骨严重被吸
收，有些老人的牙槽骨甚至是“薄如
纸”，在纸片薄的牙槽骨上怎能种出
牢固的“树苗”？其次，从生理结构上
看，上半口种植是难中之难，相比下
颌骨有下巴的支撑，上颌骨骨壁，一
般口腔机构的技术、设备及医生都
难以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然而，这
些老人的缺牙问题严重影响到生
活，吃不了饭，营养跟不上，他们对
于种植牙的需求也特别急迫，恨不
得能马上种，马上用！

“智能牙科”罗医生介绍，对

于高难度手术来说，差之毫厘，失
之千里，一点小失误就可能导致
手术失败。智能化、精准化、大数
据，是我们的核心，也是我们能完
成高难度种植牙任务的利器。正
确的手术方案需要全面的数据作
为支撑，数字化和全息技术承担
的就是“眼睛”角色，获取缺牙位
置、牙根残留、牙槽骨厚度高度，
甚至是骨骼密度等数据，承担“大
脑”功能的是智能牙科大数据中
心，根据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需
要多少颗种植才足以支撑起半口
牙，什么样的种植深度和角度才
能在“贫瘠”的牙槽骨上实现更牢
靠的骨结合效果，并拥有可靠的
咬合力。据透露，智能口腔制定了
严格的手术标准，且精确到具体
数字：42组口腔数据获取，3分钟
植入一颗牙，0偏差精准手术，1天
完成修复戴牙，3mm细微创口，
38~45kg真牙咬合力标准……

全城关注“即刻用”：实力铸口碑，种植牙预约火热
拨打本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可预约免费设计“即刻用”种牙方案

一直以来，好口碑是衡量
医院医术的极佳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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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深受市民信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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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蓉城
口口相传。近期拨打本报健康
热线028-69982575预约的
市民数量大增，几乎每天都爆
满，有不少是亲戚朋友介绍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有不少是
半口全口牙缺牙的高龄老人，
此前就医被拒，听说“即刻用”
对于骨条件要求不高，也可以
高龄种植，难掩喜悦之情，这项
新技术的到来为他们的晚年生
活重新燃起希望。

如此严苛，才让一例例高难
种植牙病例得到修复，智能牙科
也因此铸就好口碑。随着预约挂
号的市民越来越多，部分时间段
有爆满的情况。不过，持有“智能
口腔蓉城卡”的市民仍可以获得
优先权，将优先安排预约，并免费
“即刻用”种植方案设计。目前，限
量2018张“智能口腔蓉城卡”申
领已进入最后的尾声阶段，符合
“年满50周岁”等条件的成都市
民 可 拨 打 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申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日表
示，中国民间救援人员自发积极参
与到泰国失踪人员有关搜救行动
中去，印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更说明了“中泰一家亲”。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月23日失踪的泰国12
名少年足球运动员和1名教练昨天
被救援人员发现，所有人都还活着
且生命体征尚好。我们注意到，有中
国民间救援队自发参与到有关搜

救行动中。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作为泰国的亲密友

好邻邦，中方从一开始就十分牵
挂泰方失踪人员的安危。我们对
搜救行动取得重大进展、所有失
踪人员都被找到且生命体征尚好
感到欣慰。中国民间救援人员自
发积极参与到有关搜救行动中
去，这正印证了中国有句话叫“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更说明了“中
泰一家亲”。（新华社、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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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关注、国际协作、两支中国民间救援队参加搜
救，正因生命无价。

失联球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教练也不过二十多
岁，正是青春绽放的年纪。他们背后，是焦急等待的家
人。他们的失联令世人瞩目，让人揪心。

这场搜救让人联想到8年前，33名智利矿工受困井下
69天，最终在国际社会通力协助下全部获救，谱写了生命
奇迹。这种跨越国界的大爱，恰是人类命运相连、休戚与共
的见证，也是人性温暖的彰显。

在泰国洞穴内失联10天的13名少年足球队成员（12名少年队员，1
名成年教练）终于被找到，且全都活着。据悉，参与现场搜救的泰国军方
和国内外救援人员超过千人。然而，正如参与救援的中国北京平澜公益
基金会带队队长王英颉所说，找到他们，只是救援完成的第一步。如何将
他们带出洞穴，成为难题。

到底该如何营救——潜水带出？还是洞穴上方钻井？在专家们看
来，两种方式要么非常危险要么异常困难。据CNN报道，泰国政府已囤
积至少4个月的食物，做好长期救援的准备。目前专家们正在考虑，待被
困人员体力恢复后，教他们如何戴水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潜水，从而
重见天日。有专家指出，“这是在泥水里潜水，可能有急流，毫无方向
感。”这应当是“不到万不得已时的最后选择”。

7月3日下午，王英颉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暂定的救
援方案是潜水带出。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于7月3
日公布潜水员找到被困人员的视
频。视频中看到，孩子们对最先到来
的2名英国潜水员说了声，“Thank
you（谢谢）！”救援人员随后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在这里）？13个？”一
名被困人员答道：“13个。”救援人
员：“太棒啦！”一位少年随后问道；

“今天能把我们带出去么？”
救援人员：“不，今天还没办法

出去。”“我们只有2个人，你们必须
得潜水。”见被困少年们有些许失
落，救援人员立即安慰说：“还有许

多人正在赶来，我们是最先到的。”
一位少年问道：“今天是什么

日子？”救援人员：“星期一。”“今
天是星期一。你们在这已经待了
10天。”救援人员夸赞他们称：“你
们非常坚强。”发现有越来越多的
少年挤到前面，救援人员连忙让
他们往后退。一名少年喊道，“我
们很饿。”救援人员说：“已经派人
去拿（食物）了。

据英国《卫报》报道，最先发
现被困人员的2名英国人均是世
界顶级的洞穴救援专家。

谈及发现13名被困人员后的
心情，参与此次救援的中国成员、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带队队长王
英颉称，“这是我人生中参与的最
重要、最高兴的救援。”他说，在得
知救援成功的5分钟前，他还在发
朋友圈承诺一旦救出孩子们，他
愿意教此次被困的少年队员陈宁
救援技能，“我可以做到了”。

王英颉介绍称，11岁的陈宁

是此次失联的足球少年之一。“陈
宁是他的中文名字，他在当地的
中文班学习”，他家还有个弟弟，
他的老师叫杨海平，是泰国第二
代华人。

陈宁失踪后，杨海平每天都
到现场做志愿者，服务救援人员，
希望能早点听到学生的消息。7月
2日，杨海平来到中国救援队的营
地，为中国救援人员们做翻译。

据王英颉介绍，目前暂定的
救援方案是潜水带出。救援人员
首先将对被困人员的身体康复做
一定工作。第二步，对孩子们进行
潜水知识的基础培训，“并不是让
孩子们背着氧气罐出来，而是让
他们在有潜水员救他们时，能够
配合潜水员。”王英颉称，水下不
能说话，他们需要能看懂救援人
员的相关手势和含义等。

第三步，物资的准备。第三营
地距离洞口很远，运输物资非常
艰难，每天运力有限，“大概需要2
天或更长时间准备救援物资。”所
有准备就位后，才可以将孩子从
被困地点带至第三营地。“一个训
练有素的专家从3号营地到被困
地点，往返需要4小时。水下已部
署一些安全措施和绳子牵引工
具，预计带孩子单趟出来，保守估

计需要约3小时。”他说，从3号营
地再到洞口，还需大约3小时。

“如果所有情况都在最佳状
态，最理想的状况是4~5天能将
孩子们安全带出。”王英颉表示，
这个过程有许多不可控的风险。

“通过潜水方式把他们带出
去，是最快但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美国洞穴救援委员会全国协调人
安玛尔·米尔扎接受BBC采访时
说。即便是专业潜水人员，从洞口抵
达被困地点也需6个小时（左下图）。
他们须穿过狭小的废弃物堆积的
通道，且借助于全天候不间断的抽
水排水努力，才能控制洞内水位。被
困的少年们并非训练过的潜水员。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际水下
洞穴救援组织地区负责人艾德·
索伦森称，潜水方式是“极其危险
和冒险的”。

英国洞穴救援委员会副主席
比尔·怀特豪斯称，虽然救援人员
正在尝试排水，“将一个雨季的水
排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被
困者可等到水位退去后再出来，
目前看来不可能，据当地天气预
报称，暴雨可能很快再次来袭。

怀特豪斯称，抵达被困地点，
最先发现被困人员的是2名英国
潜水员，“他们是逆流而上，在洞
穴的洪水中不得不逆着水流往前
游，或扒着岩壁。一旦暴雨再次冲
进洞穴，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水位
才能下降。”专家表示，想把所有

人救出来，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
月，救援人员在努力研究最安全
的救援方案。

泰国海军将领表示，救援队
伍将向少年们所在洞穴抽进更多
空气。他称，其他行动还包括为团
队提供4个月的食物物资准备及
教孩子们如何潜水。目前，4名潜
水员已进入少年被困洞穴，携带
有生存设备，将和孩子们待在一
起提供救援。“我们将额外准备至
少4个月的食物，一边继续抽取洞
穴内积水，一边培训他们学习戴
水肺潜水。”

6月23日 泰国12名少年足球运动员和1名教练进入泰国北部清莱府坦銮
—坤南南暖森林公园坦銮洞穴群后失联。队员最小11岁，最大16岁；教练25岁。

6月25日 搜救人员在洞口和其中一个洞穴发现属于他们的背包、鞋、自
行车。救援人员连夜铺设长大约1公里的电线和通信线缆，提供通信以及照明、
通风和抽水作业所需电力。

6月26日 泰国海军派出包括12名海豹突击队潜水兵在内的17人救援队，
使用多架无人潜水器，深入第三个洞穴。

6月27日 英国洞穴探险专家抵达现场，携带装备进洞搜寻大约1小时。
6月28日 大雨令水位涨至洞口，迫使搜救暂停。应泰国政府请求，美军派

出一支大约30人的搜救队协助救援。
6月29日 中国洞穴救援专家队携带了水下机器人、潜水设备、三维成像

仪等设备，赶赴清莱府参加搜救。
6月30日 天气好转，洞穴抽水工作大有进展，洞内水位降低，抽出的水比

之前清，泰方海军搜救队再度进行洞潜搜救。
7月2日晚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说搜救队发现失踪的少年足球队。

10天生死大营救

千人救援
他们还活着

暂定救援方案
潜水带出 最快也最危险

囤积至少4个月食物
拟培训他们戴水肺潜水获救视频曝光

被困的孩子：“我们很饿”

中方救援人员：
是我参与的最重要的救援

同步
播报

中国民间救援队自发参与搜救
中国外交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搜救，因为生命无价

10

被困泰国清莱府山洞的少年足球队员（7月2日摄）新华社发

一名中国搜救队员（左）参与搜救任务后返回 新华社发

洞内示意图 制图 李开红

泰国少年足球队13人都已找到
中国救援队：拟教他们潜水 最理想四五天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