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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传统种植牙
让许多缺牙者望而却步

传统种植牙，要翻瓣、打孔、缝
合、拆线等一系列步骤，且需3~6个月
的恢复期，请注意，在此期间不能用
种植体吃东西，意味着，如果缺牙多
的话，一张嘴就是满口的“钉子”。这
还不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原因，如果是
半口无牙或全口缺牙，缺一颗种一
颗，种满口牙要打几十颗种植体，在
手术室待上一整天，无论是经济还是
身体上都无法承受。

传统种植牙技术，一般需要这么
长的时间和步骤做种植牙，并且还不
能实现种上牙就能吃东西，其根本原
因在于“骨结合”需要时间，通俗的
说，就是种植体生根发芽需要时间。

正因如此，年龄稍大一些、体质偏弱、
牙周炎严重、缺牙过多，都很难做传统
种植牙。

即刻用种植牙
如何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科技发展总是不断向前的，刚种
上的种植体如何才能吃东西？几十年
前欧美种植牙医生就发现，如果能合
理的控制每颗种植体负重力度，在一
定范围、角度不偏不倚、且持续均匀，
不仅可负重，还能促进种植体的“骨结
合”。但人们吃东西的力度是根据不同
食物变化的，不可能是均匀的。所以，这
一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停留在
理论阶段，直到“即刻用”种植牙技术
的出现，并与人工智能完美结合。

“即刻用”种植牙技术是一次力
学和医学的完美结合，首先采取的是
力学设计原理，让每一颗种上的种植
体可以多角度均匀分力，也就是说，
当一颗种植体在咬东西，周边牙组
织、牙床、和其他几颗种植体都是均
匀分担这个咬合力的，这其中不仅要
设计精准、种植角度和深度也必须毫
厘不差、更重要的是需要整个医护团
队的熟练配合。在“即刻用”种植牙过
程中，新一代的CAD\CAM设备和系
统是特定服务于“即刻用”种植牙，为
种植提供数据的支撑及数字化方案
的设计等。

当然在智能口腔中心，“即刻用”
种植牙技术在人工智能推动下又向
前迈进一大步，实现无痛高效舒适种
植。术前，通过全息扫描技术对患者

口腔进行全方位扫描，智能系统就可
以计算模拟整个口腔力学和组织结
构，更精确分析出种植位置、种植角
度和深度，避免传统种植牙需要切
开、翻瓣、缝线等环节，只需将种植体
沿着3D打印种植导板植入牙槽骨，
即可完成种植步骤。这一来，创口非
常小，“即刻用”技术标准严格要求将
创口控制在2mm以内，同时，保证种
植牙的精准性和安全性，也让种植牙
速度也由此走上“快车道”，平均3~5
分钟就可种植一颗牙，30分钟即可完
成半口牙种植，全口牙在1小时内完
成。之前，传统种植牙患者往往需要
在手术室待半天甚至一天。对患者而
言，创口越小、开放时间越短，意味着
人体各项组织就保持越完整，越不容
易感染，术后的肿胀感越低。

智能牙科开启蓉城种植牙新方式：
可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即刻用”让种植牙进入分钟时代，拨打本报热线028-69982575预约种牙方案设计

半个世纪以前，
人们不曾想过缺掉牙
齿还可以种回来，失
落的笑容和久违的咀
嚼还可以再次拥有。
这就是种植牙的魅
力。现在只需拨打
028-69982575，就
可在成都“智能牙科”
享受一次免费的智能
种植牙方案设计了，还
可通过“即刻用”3.0种
植牙技术，轻松实现
“即拔、即种、即用”种
植牙效果，当天种牙，
当天戴牙回家。大家可
能很难想象，在“即刻
用”种植牙技术还没有
诞生的时候，想要“落
齿重生”必须得通过传
统的种植牙技术，那需
要一定的勇气和身体
条件。

由于智能牙科实施要求及其
高，资源稀缺，仅在蓉城进行小范
围推广，优先开放给年满50岁的
缺牙者，符合条件拨打本报热线
028-69982575免费申领“智能牙
科蓉城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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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中老人可免
费定制“即刻用”种植牙方案。目
前，蓉城卡领取情况火爆，领取已
过半，因咨询人数过多，希望市民
谅解，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另
外，有想要做种植牙又害怕自己
的口腔情况不能种植的，也可拨
打本报健康热线：028-69982575
咨询相关“即刻用”种植牙相关适
应症，或预约到院进行详细的口
腔检查之后再决定是否种牙。

让2018位缺牙者
率先免费体验智能口腔

不清楚特朗普的行政令是
否即刻施行。司法部一名官员
说，不清楚已经分离的非法移民
家庭何时可以“团聚”。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
克斯·阿扎说，这一部门将着手
帮助非法移民子女和父母“团
聚”，但没有说这项任务何时可
以完成。

一些人质疑，特朗普行政令
能否有效改善那些非法移民子
女的境遇。

美国民权联盟执行理事安
东尼·罗梅罗说：“这份行政令只
是用一种危机取代另一种危机。
任何情况下，儿童都不属于监
狱，即便伴随父母。如果总统认
为大家呼吁的是让这些家庭可
以无限期地待在监狱里，就大错
特错了。”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非法入境者“零容忍”的政策，美
国边境执法人员今年4月开始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强制
分离其未成年子女，即所有被逮捕的非法入境者都会被
关押入狱面临审判甚至遣返，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子女
另行安置。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执法人员在
今年4月19日至5月31日抓捕非法入境者时，将1995名未
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据媒体估计，实际被分离的未成
年人数量或超过政府公布的人数。

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特
朗普政府不断出台打击非法移民举措，但今年3月至5
月，非法入境者数量持续攀升，5月在美墨边境被捕的非
法移民数量超过4万人。

特朗普表示，这一
行政令将为国会提供解
决“骨肉分离”问题的机
会。分析指出，“骨肉分
离”举措引发了巨大争
议和美国各界的反对声
音，特朗普政府在压力
下被迫改弦易张。

分析指出，“骨肉分离”举措引发了
巨大争议和美国各界的反对声音，特朗
普政府在压力下被迫改弦易张。距美国
国会中期选举投票不足5个月，移民政
策可能成为选举最重要议题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移民问题历来是
美国选举的关键议题。特朗普政府在

“骨肉分离”问题上受到的巨大压力
和前后反复已预示了这一议题在今
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重要性。

当前距离中期选举投票尚有一

段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显现
出较大优势。“骨肉分离”引发的众
怒，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提供了

“炮弹”，甚至可能引发共和党内的分
化。多名共和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与
特朗普政府切割，国会共和党人也在
努力推动从立法上解决问题，试图减
少这场风暴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迫于压力让步，对特朗普政
府也造成了政治损伤。有美国媒体评
论，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深得白人铁

杆支持者的欢心，在这一问题上“服
软”，将让这些支持者感觉被疏远。

非法移民问题历来难解。非法移
民从贫困落后地区流向美国，带来非
法、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制造了众
多的社会、经济甚至安全难题，民意
为之汹涌、社会因此分裂。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筑起高
墙、“关门”抓人，而是需要相关各方保
持足够的耐心，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尤
其不要人为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日签署行政令，叫停强行拆散非法
入境成年人及其子女的做法。

美国政府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西南边境强行从父母身边带离大
批移民儿童，招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内外舆论批评。特朗普几
天前辩解，那种做法不是本届政府“首创”。

在“骨肉分离”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后，特朗普多次批评民主
党“阻挠”移民议程的推动，民主党则指责特朗普借此“危机”实现移
民问题的政治诉求。随着舆论风向的变化，一些共和党人在这一问
题上也加入了民主党阵营，称美国虽有必要加强边境安全，但不意
味着需要“拆散家庭”。

19日，更有12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国
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表示边境执法人员应立即结束“骨肉分离”式执
法方式。参与的参议员包括多位知名议员，联名信称：“执法方式必
须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以及人性。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联邦执法部
门今后将把非法入境者及其未成年子女一
起拘押，而非另行安置儿童。

特朗普政府两个多月前开始对非法移民
执行“零容忍”政策，要求各边境州的联邦检察
官打击非法越境初犯者。国土安全部统计，5月
5日至6月9日，在与墨西哥接壤地区，超过2300
名移民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

一些视频显示儿童被关在笼子里、不懂
英语的孩子哇哇哭喊“要妈妈”。

特朗普2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
媒体记者，行政令“要让那些家庭团聚，同时
确保我们拥有非常强大、非常牢固的边境”。

现行办法是，非法移民家长拘押在联邦
监狱、移民拘留所等场所，他们的未成年子
女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或者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下属难民安置办公室安置。根据特
朗普的行政令，国防部将协助拘押非法移民
家庭。美联社报道，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
的军事基地已经开始相关评估。

总统行政令给司法部
“布置任务”，即让司法部请
求一家联邦法院裁定，允许
非法移民子女可以一直待在
父母身边，直至对父母的审
理终结。

根据1997年一项集体诉
讼形成的和解协议，非法移
民子女只能由美国联邦政府
接管20天。换句话说，这些非
法移民家庭只能以“团聚”形
式拘押20天。

路透社报道，以往美国
政府的做法是，20天后将非
法移民全家释放，即“抓了再
放”。在特朗普政府“零容忍”
政策背景下，一旦非法移民
家长所涉案件审理过程超出
20天，他们的子女如何安置，
依然是未知数。

新 闻 背 景

对非法入境者对非法入境者““零容忍零容忍””
将未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将未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

连日来，移民儿
童被关押的视频画
面和小女孩哭喊着
找妈妈的录音，让美
国社会对强行将移
民儿童与家长分离
这一做法的反对情
绪迅速升温。

一直宣称自己不会让步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日签
署行政令，叫停“骨肉分离”。他
在签字时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
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
政策，但今后将把非法入境者与
其未成年子女一起拘押，而不是
将其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

允许
“团聚”

新闻
分析

压力下被迫改弦易张
移民党争或影响中期选举

将非法入境者
及其未成年子女一起拘押

超出时间
子女如何安置，仍未知

只是用一种危机
取代另一种危机

最长
20天

矛盾
难解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商务部批准首批钢铁产品
“232”关税豁免申请

美国商务部20日宣布，已批准首批
豁免美国“232”关税的钢铁产品申请。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当
天批准了7家企业提出的42项“232”关
税豁免申请，涵盖从日本、瑞典、比利
时、德国和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同
时，否决了11家企业提出的56项钢铁
产品“232”关税豁免申请。

美国商务部表示，如果美国国内
不生产某类特定产品，同时该类产品
不会产生重要的国家安全担忧，才可
以获得“232”关税豁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当天在参议院
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截
至6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已收到企业提
交的约2万项钢铁产品和约2500项铝
产品的“232”关税豁免申请。

民主党资深议员罗恩·怀登在听
证会上指责美国商务部对“232”关税
豁免申请的处理极为缓慢，要求美国
商务部改善相关程序并提供更明确的
时间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共和
党议员奥林·哈奇则在听证会上指出，
钢铝关税并不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反而会伤害美国制造商、消费者和整
体经济。 （新华社）

欧盟将从22日起
对自美国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20日发布公告说，作
为对美国加征钢铝产品关税的反制措
施，欧盟将从本月22日起对自美国进
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

欧盟委员会说，本次加征关税的
产品包括美国钢铝产品、农产品等，欧
盟加征关税的做法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当
天表示，美国“单方面、不公平的”决定
让欧盟别无选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5月31日宣布，
从6月1日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
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
10%的关税。

据欧盟统计，美国钢铝关税措施对
价值约64亿欧元的欧盟出口产品造成
了影响。为实现贸易再平衡，欧盟将对
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产品立即实施加
征关税措施，对剩余36亿欧元的贸易再
平衡措施将在日后实施。 （新华社）

6月13日，在美墨边境墨西哥一侧的蒂华纳，一名
小女孩抱着母亲。为了能进入美国，她们已在这里滞留
一周 图据新华国际

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叫停在美
国与墨西哥边境抓捕非法入境者时采取的“骨肉分离”
举措 新华社发

特朗普叫停“骨肉分离”移民政策仍遭质疑

骨肉不分离
人心已分离

骨肉分离 针对美国白宫6月18日声明中对
中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指责，中国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日表示，美方
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
让，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

“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
但总是把别的国家当作自身问题的替
罪羊，对别人横加指责。”高峰在当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不少外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中
国企业开展了很好的技术合作，这是
典型的市场契约行为，外国企业获得
了众所周知的丰厚回报。美方罔顾这
些基本事实而指责中国，是对产权和
信用意识的否定，对契约精神的否定，
对市场规律的否定。

对于美方近日威胁对华制定
2000 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高峰说，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美方这
是举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实施极限施
压和讹诈的做法。

“美方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
挑起贸易战，将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秩
序，损害贸易伙伴利益，同样也会伤及
其本国企业和人民利益，这种行为不
得人心。”他说。 （新华社）

中国商务部：
美指责中方窃取知识产权等
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