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肖子琦 美编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文娱 09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从前，没有成熟的技术和设备，老一
辈人在牙齿脱落以后只能选择镶牙或者
戴假牙，吃东西的时候总归还是不如真
牙得力，吃饭也不如从前那般香。如今，
拥有媲美真牙咬合力的种植牙已经渐渐
成为缺牙修复主流。但是，缺牙中老年群
体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手术耐受性差，相
比年轻人，他们选择种植牙更为“纠结”，
想赶紧种好牙吃好饭，又各种担心，说到
底，种植牙终究是一项手术，在缺牙老人
心里，身体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很多市
民拨打028-60160000询问，这么大年
龄做手术身体能不能受得住？会不会有
问题？怎么能快速微创的做种植呢？随着
智能牙科即刻用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即
刻用”结合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以及
3D打印导板的出现，不仅可以满足缺牙
老人迫切种牙的愿望，可以实现当天种
牙当天用，其严格的手术标准，对种植位
置的精密把控，对种植体和种植过程的

严格把关，尽力让每一例“即刻用”种植
牙手术都有效果和品质保障，在成都中
老年缺牙者中成为种植牙的优项选择。

3D打印导板+术前模拟
彻底告别“盲种时代”实现
3-4mm微创精准种植

种植牙虽然是一项小手术，但是也
是一项对设备、医师、技术、操作都要求
极高的修复手术，传统种植牙因为缺乏
医疗设备的精准辅助，没法全面了解患
者的口腔情况，不能确定种植体精准的
种植位点，只能靠目测，凭经验和感觉
去种植，稍有误差就会影响到种牙整体
效果，甚至出现种牙失败的情况。而越
来越多的成都中老年缺牙者在了解之
后，更愿意选择智能牙科进行种牙，因
为智能牙科与传统种植牙的本质区别
是，有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设备全程护

航，实现精准、高效、微创种植。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技术，为

了将植牙修复手术的精准性提高到更
佳的程度，要求对每一位缺牙者，都必
须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根据口
内 CT 扫描数据以及光学扫描数据，
在计算机上重建患者下颌骨立体模
型，根据种植体的数据要求，确定市民
口腔种植体嵌入位置、数量、种植深
度、钉倾斜角度等，生成科学、精准的
导板设计方案。缺牙者不仅能清晰地
看到导板设计界面，并且在计算机上
模拟种植，提前预知自己的戴牙效果，
种植医生在3D导板导航作用下，实现
微创不翻瓣手术，仅需在牙龈上切出
一个3毫米的微小孔洞即可将植体植
入，而且，种植位置又精准、速度又比
较快，甚至3-5分钟就能在合适的位
置上种一颗种植体，一口好牙半小时
就种好了。所以说，3D打印导板和术

前模拟种植技术的出现，让种植牙彻
底告别“盲种”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种植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智能牙科”手术系统和标准
确保每一例种植牙手术的效果
和品质

另外，所有了解过种植牙的缺牙
者也都知道，种植牙手术的相关设备
及仪器的消毒状态极为重要，如果没
有严格把关消毒，可能诱发牙槽骨发
炎等一系列症状，直接关系到最终的
种植牙使用效果。因此，在智能牙科，
累积有近万例“即刻用”种植牙成功案
例，不仅让“即刻用”种植牙更加优化
和稳定，更是有一套非常可靠的手术
系统和标准，从源头上杜绝交叉感染，
避免患者不必要的麻烦。智能牙科无
论是在规模和配置标准上，都是按照

国家二级口腔医院标准建立的。智能
牙科要求每一例种植牙都在无菌状态
条件下实施，种植牙手术室严格执行
消毒隔离制度及无菌技术操作流程，
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种植牙手术室
每日要进行3次时长1小时的空气消
毒；术前医护人员需花6 分钟以上彻
底洗手 3 遍；要求局部麻醉注射液启
封后有效期仅 2 小时；即便是已取出
的无菌物品，虽未污染有不允许重新
放回容器中，要求重新灭菌使用……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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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限度地控制

种植风险，提高种牙效果。

如何享受种牙补贴？
为帮助缺牙中老年群体都能体验

到先进的种植牙技术，本报四川名医
特别联合智能牙科启动“2018四川
省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援助项目”，开
展义诊活动，并针对中老年缺牙进行
学术案例征集，需符合50岁以上、多
颗牙缺失等条件的市民仅可通过本报
健康热线 028-60160000 进行申
请，有机会享受学术案例专项种牙补
贴，当天拔牙，当天种牙，当天就可正
常吃饭。

11月2日，由蓬皮杜国家艺术
文化中心、毛继鸿艺术基金会
（MJHAF）、成都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的“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
际艺术双年展”在东郊记忆音乐公
园揭开帷幕。展览以“延展智慧”为
主题，呈现来自全球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60位（组）艺术家与小组
的百余件作品，涵盖国际艺术展
览、艺术家驻地创作、音乐表演、水
上艺术装置等多个板块。

令人感受颇深的是，此次参与
“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参展
的艺术家们，大都不约而同地以成
都为灵感，创作出了鲜活的作品。
其中，《竹子太空飞船故事（2）》就
是来自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创作
的，他将电影元素融入创作当中，
成为一艘让人遐想万千的“竹制飞
船”。

“连接”
一个令人遐想的艺术装置

清雅的竹被打造成轻巧流畅的空
间，空间内安放着川西风格浓厚的竹板
凳、一个投影大屏幕，滚动播放一首融
合了传统戏曲和饶舌音乐的MV，……
置身其间，仿佛穿越回到古老的戏台，
但碎碎念的新说唱词曲又不断将人拉
回现实空间。这样一个令人遐想万千混
搭的艺术装置，就是黄汉明此次带来
的装置作品《竹子太空飞船故事（2）》，
在他看来，这是他心目中的“连接所
在”，“代表的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科
学和自然的连接，文化和历史的连接”。

“现代社会一直在迅速改变，置身
其中的人们也极为容易忘却自己独特
的文化身份，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记住自己的特质。”在黄汉
明看来，独特的文化身份，是既基于时

间范畴又基于空间范畴的，并且具有
多元化的特点：“比如成都人，他们的
性格里既有本地的随性，又有强大的
包容力和开放性。”

“科幻”
一个时空穿越的趣味故事

出生在新加坡的黄汉明，却工作
和生活在柏林，他的祖父祖母都是中
国广东籍人士，作为一名华裔，黄汉明
从小就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浓厚的
兴趣。

“我经常通过电影和历史来看人
在不同时空中的身份变化，我想知道
人究竟是在往什么方向而去。”而在竹
制飞船这个作品当中，视频装置里不
断轮播的MV正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它创造了一种说唱音乐的影像，又同
时拥有科幻小说的叙事内核，MV 里

用川剧中著名的变脸技巧来反映城市
发展中的方方面面。

“这个故事由我来操刀的，它主要
想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新说唱女孩和
她在东郊记忆工作的科学家爸爸的故
事，女孩的爸爸在某个时间点完成了
时空穿越，通过这个故事，我想体现的
是科技和自然之间的一种连接关系。”

黄汉明说在制作这个作品的过程
中，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最大的一
个挑战就是如何让传统戏曲和新说唱
有机融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成都
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灵感”
成都是“富有科幻感”的城市

杂志《科幻世界》是黄汉明认识成
都的第一个渠道，大概也是先入为主
的印象，让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富有

科幻感”这样一种印象。
今年3月份，黄汉明收到了活动主

办方的邀请，从6月到10月，他在成都
完成了竹子宇宙飞船的制作，也因此接
触到不少成都人，对成都这座城市也产
生了更多的了解。“由于我的作品几乎
是跟成都人合作完成的，在这个过程
中，我接触到了 21 岁年轻极具天赋的
音乐人，还有年轻的擅长新说唱的女
孩，甚至还有一位唱川剧的老艺术家，
而这座竹装置也是在成都本地一家竹
艺公司协助下完成的，他们在安装方面
给予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成都这座城市可以运用的元素太

多，科技、科幻、流行新说唱、传统戏曲、
竹文化……这些东西互相交融，互相依
存，互相影响。”

黄汉明在成都时，也去逛过不少博
物馆，“有一次我去了金沙遗址博物馆，
我从里面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我发
现这个城市拥有太多独特的东西了。”

在他看来，这种感觉有点像川菜带
给他的印象：“我吃过很多川菜，最后发
现，川菜不仅仅只有单一的麻和辣，在
这中间有很多丰富的味觉层次，感受非
常特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图片由双年展组委会提供

今晚，“‘金芙蓉’音乐奖颁
奖典礼暨第 24 届‘蓉城之秋’
成都国际音乐季闭幕演出”将
在双流体育馆隆重上演，这也
为由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音
乐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指
导，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成都市音乐影视产业推进
办公室主办，成都商报社、四川
音乐学院承办的“第 24 届‘蓉
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画上
圆满的句号。记者提前从主办
方了解到，闭幕演出将兼顾群
众性与艺术性，融合古典交响
乐与现代电声乐器，汇集天府
文化的代表元素，集中展现成
都“三城三都”建设的风采。

据悉，活动分为“金芙蓉”
音乐奖颁奖典礼及闭幕演出两
部分内容。颁奖典礼将集中展
现本届“金芙蓉”音乐奖合唱、
独立音乐、美声、民族奖四个奖
别，也展示来自全国的参赛选
手风采；晚会部分则将以三个
篇章从三个维度，融汇古今、展
望未来、讲述“成都故事”，以

“千年文脉”展示成都建设世
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渊源与文
化自信，以“幸福绽放”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以“大美成
都”展现成都的宜居风采和音
乐之都建设的风貌，以唱、跳、
奏、说等多种形式阐释成都的
多元性、包容性，并邀请“金芙
蓉”音乐奖获奖代表与祖海、
郑绪岚、王铮亮、戴韩安妮、敖
长生等嘉宾同台演出，以具有
城市特色的方式，展现音乐之
都魅力，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
奏响世界文化名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智能牙科告别“盲种”，
50岁以上蓉城缺牙者率先体验“3D导板无痛种牙”
本报种植名医热线028-60160000预约智能种牙，优先享受“即刻用”种牙方案设计，更快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吃饭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秀创意

新加坡艺术家创作竹制“宇宙飞船”：
成都的“科幻感”带来很多灵感

“把世界优质资源引入到成都”

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
国家重点大学和“211工程”建设院校，作为院
长，享誉国内外的指挥家俞峰从音乐人才资源
的角度着手，分享了自己对于“音乐之都”建设
的理解和看法。

在俞峰眼里，成都是一座拥有丰厚历史底
蕴的千年都城，有着丰富的民俗艺术和多样的
音乐风格，它是包容的，是多元的，在这样的条
件下发展音乐，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和城市条件。“这也是我认为成立咨询委员会的
作用：委员会成员们出主意，给这个‘音乐之都’

做整体的规划和布局，因为我们得承认专家有
资源，有专业的眼光和视野，还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力，另一方面，资源的共享能够带来更多的经
验、更丰富的培训方式，从而促进作品的创作和
产业的发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俞峰还强调了人才的
重要性：“四川有四川音乐学院，我本身在中央
音乐学院任教，我认为音乐人才很重要，所以我
们应该思考怎么样实现这种人才资源的流通和
互补。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国家顶级的音乐学院，
通过‘音乐之都’的项目和四川本地的音乐学院

进行交流，这是一种资源的互补，留住人才，就
留住了音乐的活力。”

同时，俞峰也建议作为音乐人，应该关注世界
音乐的发展趋势。“智能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新的、巨大的舞台，提供了全新的‘乐器’。
如何与世界科技、人类生活同步，实现音乐的现代
化？我觉得中国音乐人不能置身事外，应该抢先

‘植入’，创造出兼具智能技术、人文精神的新音
乐，满足新时代人类对精神生活的新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雅慧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利用政策和氛围推动成都音乐产业的发展

特
聘
专
家

国
际
音
乐
之
都

——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会长汪京京

当下成都全力推进“音乐之都”建设，汪京
京认为成都有独特的优势，政府对于音乐产业
扶持的政策首屈一指；四川音乐学院位于成都；
成都还有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东郊记忆等软
硬件条件；近年来成都演唱会票房稳居全国前
三，音乐消费能力有目共睹，音乐人才辈出。“一
首《成都》唱遍大江南北，成都有音乐土壤，有优
势，有群众基础，成都本身的音乐氛围就足够
好。”他还称，音促会将全力支持成都的音乐产

业发展，“我们希望能把优质的资源和音乐引入
到成都来，利用好的政策和氛围，共同推动成都
音乐产业的发展”。

在汪京京看来，从改革开放到“互联网+”
时代，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经过了萌芽期、原创
音乐蓬勃期、产业发展瓶颈期、数字时代下的音
乐产业链重塑期，进入到了重大历史机遇发展
期。“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实
施，音乐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被广泛

认同，并且逐渐渗透到了实体经济发展中，所产
生的新业态在创新附加值及辐射带动区，社会
经济发展、带动以文化消费实现结构性释放的
推动作用已经显著呈现。”

至于未来，汪京京希望成都能够挖掘自我
文化底蕴，尤其是民族音乐方面。“首先要走好
自我的东西，才能有机会让全世界知道。要做
到更好，不仅限于成都，四川，需要走向全国，
甚至世界。”

打造“音乐之都”要挖掘民族民间的宝贝 ——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金铁霖

作为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金铁
霖桃李满天下，在几十年教学中培养出了宋祖
英、王媛媛、阎维文等众多优秀的歌唱家和声乐
演员，其中来自四川的李丹阳也是他的得意门
生。在他看来，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
市，成都在音乐文化发展上，得天独厚。“挖掘本
土的东西，成都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有川
剧，希望咱们音乐人能在这些基础上继续创新。
对于艺术这个门类，一定要有创新。”金铁霖告
诉记者，应该要挖掘民族民间的宝贝，让音乐元

素更加丰满，更加多元化。“川剧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它能够与交响乐或者其他种类音乐融合、
创新，肯定能让更多人接受、喜欢。”

金铁霖还强调道，要想打造“音乐之都”，一
定要“请进来，走出去”。“世界上优秀的剧目，我
们就应该邀请到成都来。但不仅仅是请进来，我
们成都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要走出去，到全国，乃
至全世界演出，展现这座城市独特的音乐魅力，
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比如这次金铁霖
也担任了“蓉城之秋”·“金芙蓉”音乐比赛的评

委，他就听到了很多好嗓子，需要通过“金芙蓉”
这样专业、高水准的平台把人才推送出去。

除了软件，金铁霖表示音乐建设硬件也要
跟上。“四川音乐学院的这个成都城市音乐厅，
我就觉得很有想法。我到过的音乐厅太多了，
城市音乐厅绝对是国际一流的。有这么好一个
音乐厅，能演交响乐、歌剧、民族音乐，还愁没
有优秀的人才涌现出来吗？只不过，这需要时
间，需要循序渐进，相信成都一定能够成为‘音
乐之都’。”

“音乐之都”的音乐还需“气象万千”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郁钧剑

作为成都大学东盟艺术学院的院长，著名
歌唱家郁钧剑坦言成都打造“音乐之都”，这是
聚集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秀资源。“首先成都人
口很多，非常多，这是人数基础；再者就是成都
作为西部第一城市，它有着地理上的优势；还有
就是政策方面，除‘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等
等，都提倡着西部开发，这是所谓时机。天时地
利人和在这儿都有了，我们委员会成员能做的
就是集思广益和博采众长，最终期待一个锦上

添花的结果。”
郁钧剑对于如何更好打造“音乐之都”有着

自己的态度：“我们得均衡地去发展音乐。我们
知道，现在这个音乐市场上面流行乐占比较大
的份额，可是我们要打造的是‘音乐之都’，这个
称呼光靠流行乐是撑不起来的，四川地区走出
来很多流行乐歌手，张靓颖、张杰、谭维维，这些
歌手咱们都知道，钢琴有李云迪，那我们其他乐
器演奏能不能还有些代表性的人物呢？均衡发

展，我认为我们得好好考虑。”
除了阐述自己对音乐人才的看法，郁钧剑还

强调，与人才和创作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也要建设
起来。“咱们四川有交响乐，有乐团，有剧院，有丰
富的民俗演奏风格方式，但是我们得思考如何通
过结合当下音乐走势，将我们本身有的这些特点
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最后郁钧剑寄语道，“成都
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我最终想的也是和政
府一样，希望有音乐能够‘气象万千’。”

留住人才，就留住了音乐的活力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

第24届“蓉城之秋”
成都国际音乐季
闭幕演出今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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