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援人员
如何帮助孩子

通过狭窄地带图解
最狭窄处缝隙仅有40cm

潜水员先把氧气瓶摘下交给队友，
再将带着氧气瓶的孩子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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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超3000例成功案例
“AI+即刻用”成高难种植牙优选

“智能口腔”在成都推广半年来，通
过本报热线028-69982575预约，已累计
为上千名缺牙市民成功在智能口腔实
施种植牙，其中，半口全口牙修复占约
一半。提起半口全口缺牙修复，许多市
民首先会想起“智能牙科”，会优选

“AI+即刻用”。另外，“智能牙科”也成
为高难种植牙市民的优先。“智能牙科”
罗君医生说：“半年来，我们接收了无数
高龄、牙槽骨薄、严重牙周炎、半口全口
牙缺失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患
者等高难度种植牙市民，我们有把握挑
战高难病例，也乐于接收高难病例，这
是对新技术‘AI+即刻用’最好的验证，
也能帮更多的缺牙者恢复咀嚼。”

半年来，“智能牙科”成功为700多
位80岁以上的缺牙老人实施“即刻用”
种植牙，其中，最大年龄的已94岁！相比
年轻人，高龄老人选择种植牙更为“纠
结”，几十年辛苦劳作下来，终于到了儿
孙满堂享清福时，牙齿却“所剩无几”，
连吃饭都成为磕磕绊绊的事，想赶紧种
好牙吃好饭，又各种担心，这么大年龄
做手术身体能不能受得住？全口牙都要
种，经济能不能承担得起？事实上，高龄
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手术耐受性
差，同时，心理担忧也会造成老人对于
疼痛过度敏感。因此，“即刻用”专门针
对老年人有一套体系化的种植规范和
流程，手术前的准备更加精细，不仅需
要更全面的口内数据采集，还需对全身
进行充分检查，并详细制定手术预案和
应急预案，提前在智能种植牙模拟系统

中预演无数遍，直到有充分把握了才开
始手术，手术过程中，心电监护及内科
医生全程参与手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
手术的安全性。“即刻用”修复半口、全
口缺牙只需4~8颗种植体，老人口腔情
况良好的话，3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种
植，且即种、即用，不会给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经济又实惠。

“智能牙科”
如何突破高难种植牙？

在很多缺牙老人的心目中，看病要
找“老医生”，因为他们有经验。实际上，
老医生经验的积累是通过病例学习的
过程，而人学习再快，也学不过计算机。
一个种植牙医生一生阅读研究的病例
很难超过10万个，计算机则很容易从百

万病例中学习，而且随着病例量的增
加，提高非常快。

其次，AI的稳定性更高，人类思考
问题用的是逻辑思维，AI用的是算法，
漏判或失误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
它们能发现医生们忽略的情况。所以
说，一个深度学习的AI比一位老医生更
有经验，更能胜任种植牙的疑难杂症。
AI已可代替医生完成诊断和方案设计
部分，要求对每位患者都进行口内CT
扫描数据，并在计算机上建立三维口腔
模型，计算出种植体数量、种植深度、种
植角度等手术数据，并衔接3D打印技
术打印出种植导板，而操作医生只需通
过种植导板将种植体植入即可。AI主导
下的种植牙手术实现可视化和精准化，
也因此避免“翻瓣拆线”等步骤，实现微
创种植，AI算法设计的口腔生物力学，

形成牙齿支撑力与咀嚼承受力的完美
平衡，突破“骨结合”的概念限制，让“当
天种牙，当天用”成为可能。

“AI+即刻用”的蓉城新纪录：
为上千名中老年缺牙者“当天种牙当天用”
借助大数据案例库的疑难案例比对，将高难种植成功率提高，
本报热线028-69982575预约放心种牙

近年来近年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AIAI））在各个领域的重在各个领域的重
大突破不断涌现大突破不断涌现。。然然
而而，，许多成果都面临许多成果都面临

““落地难落地难”，”，特别是百姓特别是百姓
最为关心的最为关心的““AI +AI +医医
疗疗”，”，从研究成果到社从研究成果到社
会普及需要更复杂更会普及需要更复杂更
漫长的阶段漫长的阶段，，当中不仅当中不仅
涉及到成本涉及到成本，，还涉及到还涉及到
最重要的医疗安全最重要的医疗安全。。不不
过过，，20172017年底年底，“，“智能智能
牙科牙科””率先在成都成功率先在成都成功
落地落地，，并顺利进行小范并顺利进行小范
围推广围推广，，半年来已取得半年来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阶段性成果，，得到数千得到数千
缺牙市民的验证缺牙市民的验证，，也成也成
为成都高难种植牙人为成都高难种植牙人
群的优选群的优选。。本报种植牙本报种植牙
热 线热 线 028028--6998257569982575
也成为许多缺牙者咨也成为许多缺牙者咨
询牙齿问题询牙齿问题、、询问能否询问能否
种牙种牙、、预约种牙专家的预约种牙专家的
可靠选择可靠选择。。

如果您是高龄、骨条件差、身
体条件不佳、长期缺牙、半口全口
缺牙等高难种植牙市民，拨打本
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可优
先预约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
牙，正值“种植牙人机大战”活动，
一些想做种植牙但又担心费用太
高的缺牙者可报名参与“人机大
赛”百万现金病例征集，不仅有国
内外医师会诊，还可获得部分高
难种植牙专项补助。

惠民讯息

日本暴雨
遇难人数升至200人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据日本警察厅12日发布的最新信
息，日本西部地区暴雨灾害遇难人数
已升至200人。另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
馆12日的消息，目前暂无中国公民的
伤亡报告。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12日上午，
以冈山、广岛为中心的16个府县已有
5600人进入政府指定的避难所避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日在“非常灾害
对策本部”第四次会议上表示，将为受
灾地区提供7.1万户临时住宅。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截至12
日上午，受此次暴雨影响，日本共有31
个道府县的519处发生沙土灾害，其中
382处为山体垮塌，119处为泥石流，18
处为滑坡。其中，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广
岛县发生沙土灾害达70处。（新华社）

两家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
计划把泰国足球少年获救的故
事搬上荧幕。

路透社11日援引总部位于
洛杉矶的艾文霍影业公司总裁
约翰·佩诺蒂的声明说，泰国海
军和政府选择艾文霍影业把这
次救援行动改编成电影，由影
片《特种部队2：全面反击》华裔
导演朱浩伟执导。

朱浩伟12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说，这是“关于一群人解救
另一群人的美丽故事”，他“拒
绝好莱坞粉饰”救援过程。

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纯
弗利克斯娱乐”创建人之一迈

克尔·斯科特11日告诉美联社
记者，公司已派多名制片人赴
现场采访救援人员，准备在荧
幕上重现这次救援。

斯科特说，他对这次救援
有特殊的感情。他的妻子是泰
国人，与在救援行动中溺水身
亡的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
突击队”前成员从小一起长大。

相比之下，电视的反应速
度更快。美国广播公司王牌栏
目《20/20》已播放一期特别节
目，聚焦这次救援。美国探索频
道则定于13日播放关于这次救
援的一小时纪录片。

（新华社）

鉴于当前教练和孩子仍
不能接受采访，所以他们确切
的进洞原因仍然成谜。目前能
够确认的是，进洞当天他们本
来准备踢一场比赛，但因故被
取消，改成常规训练。

根据教练和孩子们父母沟
通的信息群消息，当时教练建议
孩子们骑自行车去训练场地，因
此孩子们后来也是骑车去往后
来被困的洞穴。在和孩子们父母
交流时，教练当时并未透露有带
孩子去探险的计划。

事发当天，是其中一名队
员的16岁生日，当地一家商店

的老板称，队员们在进洞穴前
花了700多泰铢（约合140元人
民币）购买各种零食，按照当
地的消费水准来看，可以说是
较大的一笔支出。正是这些带
进洞里的零食，后来成为重要
的食物来源，支撑他们度过被
发现之前的10天。

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猜
测，他们进洞时，洞内比较干
爽，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走到
比较深的地方。后来，随着洞
内水位的上涨，他们不得不
走到更深地方的高处避水，
离洞口越来越远。

在目前阶段，教练不太可
能被指控，因为孩子们的父母
都表示已经原谅教练，也非常
感谢他在孩子们被困山洞的
这段时间一直鼓励着他们，让
他们最终撑到顺利脱险，并且
教他们打坐，减少体力消耗。

另据新华社报道泰国卫
生部官员通猜说：“我必须表
扬那名教练，把那些小球员照

顾得很好。”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

他那功说，尽管悲剧险些酿
成，但不应责怪遇险球员。

那荣萨说，政府打算在
“銮洞”建造博物馆，展出救援
人员服装等物品，纪念这次历
史性营救。

红星新闻记者 翟佳琦
编译报道

泰国方面泰国方面 1111
日公布洞穴脱险少日公布洞穴脱险少
年足球队员住院视年足球队员住院视
频频，，他们戴着口罩他们戴着口罩，，
一些人比出一些人比出““VV””字字
胜利手势胜利手势。。医务人医务人
员说员说，，三人肺部轻三人肺部轻
微感染微感染，，一些人感一些人感
冒冒，，但所有但所有1313人的人的
身心健康无需担身心健康无需担
心心。。另据报道另据报道，，孩子孩子
们的平均体重只减们的平均体重只减
轻轻22公斤左右公斤左右。。

但但他们被解救他们被解救
的过程中的过程中，，仍有诸多仍有诸多
谜团未被解开谜团未被解开————
尤其是很多人关注尤其是很多人关注
的的，，出洞时孩子们有出洞时孩子们有
没有被全程麻醉没有被全程麻醉？？为为
什么被困洞穴十余什么被困洞穴十余
天后天后，，他们的体重却他们的体重却
没什么大变化没什么大变化？？带领带领
孩子们进入洞穴的孩子们进入洞穴的
教练教练，，是否会受到法是否会受到法
律的惩罚律的惩罚？？如果没有如果没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外
援援”，”，泰国政府是否泰国政府是否
能凭借一己之力将能凭借一己之力将
孩子们成功救出孩子们成功救出？？

1212日日，，BBCBBC对对
整场救援中的几个整场救援中的几个
核心问题进行梳理核心问题进行梳理
和解答和解答，，试图解开试图解开
救援背后的疑问救援背后的疑问。。

更新更详尽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红星新闻

出洞时孩子被全程麻醉？
为避免紧张，吃了镇静药

对于孩子们出洞过程中是否被全
程麻醉的问题，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泰国总理巴育首次正面回应，称孩子们
只是吃了一些镇静药，避免太过紧张。

BBC记者通过向多方救援人员核
实发现，很多参与救援的潜水员和救援
者表示，孩子们在被救的过程中是处于
昏沉的状态，只有半清醒。因为救援人
员担心，这些从没经历过洞穴潜水的孩
子，在经过这段黑暗、充满不确定性的
水域时会惊慌失措，这样不仅会耽误救
援，甚至可能危及救援者的生命。

最早发现孩子们的两名英国潜水
员，沃伦森和斯坦顿曾透露，他们邀请
过麻醉师哈里斯在运送孩子们的过程
中帮助给药。

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华西医院
麻醉科的刘斌医生。刘医生表示，全麻
下插管加呼吸机加单向瓣膜通气，再加
上肌肉松懈剂和镇静药物，“理论上是
可以实施救援的”。他也表示，如果这样
施救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比如，
呼吸机在水下潜行时，供氧能否保持充
分，血压能否保持稳定，如何持续给药。”

截至目前，救援人员是如何穿过层
层阻碍，把半昏迷的孩子们带出狭窄洞
穴的细节还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是，
这些孩子们其中一部分时间是被固定
连接在潜水员的身上，之后被固定在担
架上。然后担架顺着绳子出到洞口，孩
子们被救出。能想见的是，救援操作非
常复杂，具有创新且“相当冒险”。

孩子们出洞时被全程麻醉？
他们只是吃了一些镇静药

孩子们被救援人员发现前，已被困10
天，支撑他们的食物只有当时为庆祝队员
生日买的一些小零食。被救出后，进行身
体检查时，孩子们平均体重只减少了2公
斤，没出现太明显的变化。

BBC报道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孩子们是足球运动员，身体底子很
好。而且，他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
分配食物也非常理性，优先给那些身体

不好、需要帮助的队员，并且也会互相
帮助，甚至一起唱歌打气。

泰国方面潜水员表示，在洞穴中，
教练还教孩子们打坐冥想，以减少体力
消耗，并且将绝大部分的食物都给孩子
们，让他们有了更多求生的可能性。

此外，教练还教他们喝岩洞的墙壁
上流下来的活水，不要喝洞底被污染的
脏水，确保他们能够摄入干净的水分。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没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援”，泰
国政府能够凭借一国之力将
孩子们救出来吗？

答案是：绝无可能。
不仅泰国不可能，世界上

几乎没哪个国家能仅凭本国
的救援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
将孩子们全部带上来。洞穴潜
水是一门相当专业的技能，那
些真正的专家，在全世界范围
内更是堪称凤毛麟角。

此次救援中，泰国政府
最幸运的一点是，孩子们失
踪刚一天时，一名住在附近
的专业洞穴潜水专家韦恩就
指出洞穴内情况的复杂程度

远超想象，泰国政府须立刻
向世界范围内最好的洞穴潜
水者求援。

泰国海军在下入洞穴之
后也发现，他们的设备和所掌
握的技能只适合海下潜水，对
洞穴潜水显得有些心有余而
力不足。

救援过程中，泰国政府对
世界各地赶来的所有救援者
们，也报以相当程度的信任，
他们一赶到就让其成为救援
第一梯队的急先锋。

如果没有这样的魄力，需
要几百人努力才能形成的长
达几公里的救援线，绝不可能
这么快完成。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11日
至12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1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布鲁
塞尔的会场内外持续施压北约成员国
增加防务支出，不仅要求“立即实现”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目标，更提
出“最终目标是4%”。

不过，北约11日发布的峰会公报
中没有提及4%这一目标。

除向盟友催要更多“份子钱”，特
朗普两天来瞄准德国“火力全开”，指
责德国不但军费增长没达标，还花大
钱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成为俄罗斯
的“俘虏”。

自行“涨价” 被批“不是买卖”

北约成员国2014年同意，10年内将
各自防务支出增加到GDP占比2%水
平。据北约最新估计，29个成员国中有
15国将在2024年底前达到2%支出目标。

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写道，北约成员国“必须马上”实现2%目
标。媒体报道，他开会时告诉北约盟友，
他的理想目标是4%。白宫发言人萨拉·
桑德斯证实：“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总统
提及北约成员国的军费支出不仅要达
到占GDP2%的目标，还要增加至4%。”

美国自身尚未达到这个水平。美
国去年防务支出占GDP3.57%。

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告诉
媒体记者，特朗普确实提出4%的目
标。拉德夫说：“北约不是做（军事）安
全买卖的证券交易所，北约是靠战略
目标和共同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的主权
国家联盟。”

北约11日发布的峰会公报重申了
成员国军费开支占GDP2%的目标，没
有提及4%的说法。

痛批德国 转移视线？

德国因为军费增长“不达标”，屡遭
特朗普批评。这次峰会上，特朗普不仅
指责德国少交北约“份子钱”，更把火引
至德俄关系。特朗普11日当着媒体记者
的面说：“我们本应提防俄罗斯，德国却
把每年数十亿美元资金付给俄罗斯。我
们保护德国，保护法国，保护所有这些国
家，有些国家却与俄罗斯达成天然气输
送协议……我认为那非常不合适。”

当天早些时候与斯托尔滕贝格举
行早餐会时，特朗普指认“德国近70%
的天然气市场被俄罗斯控制”。他作出
评断：德国已被俄罗斯“俘虏”，安格
拉·默克尔政府“完全被俄方控制”。

他12日继续借社交媒体“推特”批
判德国同意推进在波罗的海铺设管道
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盟国家的“北
溪2号”项目。

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都提到，特
朗普攻击德俄关系似乎意在转移外界
对他与俄罗斯总统关系的关注。特朗普
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定于16日在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式会晤。（新华社）

特朗普北约峰会“开火”
加倍“催债”炮轰德国

失联10天，他们吃什么？
吃一些小零食 教练还教他们打坐冥想

仅凭泰国能否成功营救？
答案是：绝无可能

孩子们为何进到洞穴深处？
水位上涨后，他们走向深处避水

教练是否将面临指控？
孩子们的父母都已原谅他

好莱坞盯上洞穴救援故事

同步播报

正在医院隔离中的少年，对着镜头比出胜利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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