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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庆话算几级水平这个重庆话算几级水平？？
“勒边！”、“斗是勒边！”椒盐版重庆话
让巴西外援小摩托费尔南多刷屏网络

食不知味，面容显老
缺牙不仅是老年人的烦恼
更是健康的隐患

因为缺牙，看着成都琳琅满目的
美食却无福消受，只能粥水度日，索然

无味；因为缺牙，怕会露出满口缺牙，
出国旅游拍个照片也要一脸严肃不能
笑；因为缺牙，喜欢社交的老人说话漏
风，影响表达，因此变得不愿交流；因
为缺牙，导致唇颊部凹陷出现皱纹，看
上去显得苍老，照镜子都缺乏自信，跳

起广场舞也没
那么“带劲”了
……这也是为
何有成千上万
的缺牙市民选

择“即拔即种即用”种植牙的原因，一口
好牙可以提高中老年人幸福指数，除了
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也能更好地吸收
食物中的营养，看起来也比同龄中老年
人更显年轻，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中老
年人的正常社交，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
身心的愉悦。

缺牙不仅仅影响了进食和容貌，还
会影响全身健康。智能牙科的罗君医生
介绍道，当牙齿缺失后，咀嚼效率随之降
低或丧失，唾液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

慢，未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胃肠系统的
负担随之加重，从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还可能会出现消化系统的疾病。而且牙
齿脱落也有患其他疾病的风险，由于咀
嚼能力低下，对脑部的刺激欠缺，所以缺
牙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可能提高。

“打个盹儿”一口新牙
“即拔即种即用”不耽误事儿

“即拔即种即用”种植牙成为成都
中老年人的新潮流，当中原因就是，
智能种植与传统种植3-6月的修复
期有着本质区别。智能种植牙考虑
到中老年人身体耐受能力，采用无
痛微创方式，半小时即可完成手术，

“即拔即种即用”更是与大数据结
合，在无痛种植牙方面的处理更是
从“术前、术中、术后”全线延伸，在
手术时间上，要求平均 3~5 分钟植
入完成一颗种植体，4 颗种植牙就
可以恢复半口牙的咀嚼力，只要缺

牙者口腔情况良好，30分钟可完成全
部的种植牙手术过程，即拔、即种、即
用，有很多缺牙者再种完牙之后跟医
护人员强调“我就打了个盹儿，以为还
没种呢，结果已经种好了，太快了！”

智能牙科携手中德种植力量
首届德国数字化种植牙节启动

为感恩成都市民对智能牙科的信
赖，为了提高市民的口腔保健意识，让更
多市民有机会体验高品质的口腔种植，
智能牙科联合德国ICX种植体产品中
心、德国麦哲伦AI+数字化中心、德国门
登特斯医学中心，将每年的10月27日定
为“中德数字化种植牙节”，今年则是“中
德数字化种植牙节”首届活动，这也是中
德两国首次携手在成都开展种植牙节活
动。由于智能牙科资源非常稀缺，中德在
种植牙领域的深度合作也实属难得，本
届种植牙现场活动（10月28日）仅开放
了50个名额面向成都市民，即日起拨打

本报热线 028-69982575 进行登记参
与，参与市民可领秋冬护牙套装，还有机
会获得种牙节享受学术专项资金援助免
费种植体（18颗）。

10月23日至26日，为搭建
川港影视交流合作平台，深化
川港两地电影文化交流，在川
港影视合作采风活动期间，成
龙、曾志伟、王祖蓝等众多香
港电影人前来四川采风、交流
影视合作。10月24日，香港演
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会长成
龙、执行会长曾志伟、秘书长
王祖蓝等来川采风，除了成都
的美景、历史文化，成都的美
食也令他们流连忘返。

在成都采风期间，曾志伟
除了去东郊记忆紫光影业、三
星堆博物馆采风，还到宽窄巷
子等地体验川菜文化。在24日
晚，成龙大哥来到位于峨影
1958园区的闲亭，品尝地道的
川菜，他惊呼川菜文化博大精

深，拍摄川菜题材的电影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10月25日中午，曾志伟还
来到太古里，感受成都现代化
的一面，此外，香港电影人采
风团还到成都博物馆参观，感
受成都的历史文化。

本次采风活动也要进入
尾声了，接下来，川港双方将在
三星堆、大熊猫、江口沉银、川
菜、故宫文物南迁等题材展开
合作，拍摄相关影视作品。除影
视制作外，川港影视合作范围
将扩大，合作方式将更加深入。
据介绍，协进会有意在成都落
户，这是继北京、横店后，协进
会在内地的第三个落户地。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陈雅慧

10 月 27 日，四川安纳普
尔那俱乐部就将迎来一场冲
甲关键战，这无疑也是四川的
球迷们的“大日子”，但就在
25 日中午，一则四川安纳普
尔那欠薪 3 个月的消息引发
球迷的热议。这是谣言吗？对
此，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总
经理马明宇向成都商报记者
做出了回应。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
媒体负责人告诉记者：“欠薪
三个月这个说法不准确，有些
夸张。之前有一段时间工资有

拖欠，但后来都补上了。”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

总经理马明宇也认为欠薪 3
个月这种说法太严重了，他
说道：“实话实说，目前欠了
一个月，众所周知，安纳普尔
那从2016年赛季开始连续三
年冲甲，在中乙里面投入也
比较大。2016、2017赛季没能
冲甲成功，对投资人来说，有
些分歧，但他们这种情况下
还是坚持在投入，决心也比
较大。”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赛前秀重庆方言
缓和保级大战紧张氛围

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重庆斯威与河
南建业比赛前，伤愈复出的“小摩托”作为
场上队长例行来到主裁判傅明面前抛硬
币选边，谁想到，作为队长的“小摩托”说着
不太标准的重庆方言，秀了一把椒盐版中
文，让傅明与建业队长顾操稍稍一愣，傅
明作为中国少有的国际级裁判对于临场
突发情况的把控力毋庸置疑，但费尔南多
此番突然说起重庆话让他有些“招架不
住”。随即反应过来的傅明与顾操相视一
笑，费尔南多的这次意外操作让这场保级
大战紧张的氛围缓和了许多。

在采访中，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除
了“谢谢！”、“你好！”等问候语，“啷个”“小
黑”“摩托”“火锅”，“小摩托”这些词费尔南
多都能用重庆话明确表达，甚至可以用重
庆话打车外出，他会在上车之后用重庆话
说自己常去的地方，如“解放碑”、“重庆天
地”、“观音桥”、“奥体”等地。

从2015年夏季转会力帆之初的名不
见经传，到2016赛季首场比赛两球成名，再
到如今当重庆斯威攻击线上的杀手锏，25
岁的“小摩托”在中超赛场上证明了自己，
并以超高的“性价比”成为中超金元时代
最成功的引援之一。

重庆话初级水平
会唱《小苹果》

成都商报：在选边时，你说了几句重
庆话，重庆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费尔南多：语言主要看环境，每天都

和队友们朝夕相处，听着他们说重庆话，
久而久之，一些重复的东西就记在了脑子
里，比如在球场上，队友们会一边喊“勒
边！”一边打手势，“勒边！”我就会记在脑子
里面，并且有疑问就会问翻译和队友，我
的重庆话就是这样学会的。

成都商报：目前重庆话处于什么水平？
费尔南多：最初级吧，我只是记住了

一些最简单和最常用的词语，比如打招呼
和唱歌。有一段时间听到身边的人都在唱

《小苹果》，也经常放这个音乐，这个旋律和
歌词都太好听，我一下就记住了。

成都商报：在生活中，有没有因为语
言问题发生趣事？

费尔南多：因为我会简单的一些中国
话，回到巴西后，跟朋友开玩笑打招呼的
时候，就刻意的用重庆话去表达。

“小摩托”不骑摩托
火锅一口都没尝过

成都商报：你对“小摩托”这个绰号满
意吗？

费尔南多：对于“小摩托”的外号，我
早已耳熟能详了，很高兴得到中国广大球
迷的认可，球迷给我起的这个外号很亲
切，中国球迷在我的社交软件上留言，也
让我在巴西的朋友知道了这个绰号，现在
巴西那边的朋友也这么叫我。不过我不骑
摩托车，摩托车在交通工具中非常危险，
我是一位职业球员，肯定要注意自己的身
体，因为骑摩托车很容易受伤。

成都商报：重庆火锅适合你的口味吗？
费尔南多：因为自己身体不适合吃辣

的，火锅太辣了我吃不了，队友们聚会时

我也去过几次火锅店，但我一口都没尝
过，都是点其他的东西吃。

成都商报：训练和比赛之余，你会做
些什么呢？

费尔南多：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
面，和亲友视频聊聊天，或者玩PS游戏或
电脑游戏，我一般会玩CS或者时况足球。

现在复出了
会尽最大努力帮助球队

成都商报：能不能讲一下是什么让你
下定决心来到中国效力的？

费尔南多：我在巴西时就知道中超呈
上升的发展趋势，我过来是寻找另一个发
展平台，现在感觉自己选择是正确的，一
切都比较满意，来之前也没有什么犹豫或
困惑。

成都商报：当时对于中国足球是抱有
怎样的看法呢？

费尔南多：重庆斯威俱乐部报价以
后，就通过各种方式大概了解了一下中
国的足球环境，而且当时也有一些巴西
球员在中国踢球，包括部分国家队成员
在内，我就觉得中超是一个水平很高的
联赛。

成都商报：养伤期，你是如何度过的？
费尔南多：受伤期间我回到了巴西，

进行了理疗和手术治疗，我也利用受伤
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开心的同时我也
感到很伤心，很难过，因为球队在他乡，
看着队友们拼尽全力都不能取胜，球队
也一步步滑向了降级区。现在总算伤病
复出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
咱们的球队。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备
受国内外艺术界瞩目的“成
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
艺术双年展”的各项筹备工作
日前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即将
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拉开序
幕。公众开放时间也已确定：
2018 年 11 月 3 日-2019 年 1
月6日。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
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延展
智慧”为主题，将呈现来自全
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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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教育等多
个板块，并以成都市成华区东
郊记忆音乐公园为主展场，在
锦城湖、梵木创艺区、方所成
都店等多个城市地标以及乐
山市夹江县同步“发声”。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
市’国际艺术双年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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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传华
艺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四川
方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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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35 ㎡ ）；4 层 403 号
（2824.70㎡）商业物业进行分
零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概况
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一年仅此一次！中德种植力量在成都首次举行“德国数字化种牙节”
成都多颗缺牙者本周日聚焦智能牙科感受“当天种牙当天用”
50岁以上缺牙者拨打028-69982575免费预约“即刻用”智能种牙方案，资深医生亲诊，学术专项资金援助种植体（限额18人）

成都人热爱生活，也会享受生活，中老年人更是如此，爱吃爱旅游爱交友，现在天气不算冷，会亲访友都多了起来。然而，缺牙问题给原本幸福
的退休生活处处“添堵”。所以当我们来到蓉城时，迅速在中老年缺牙人群中引起了热议，爱“耍”的成都市民这样说：“不耽误事呗，半天功夫就能种
上牙，马上就要出去避寒了，种好牙能享受当地美食呀。”而爱美的嬢嬢自然是惦记着可以美美地拍照了：“有牙显年轻漂亮啊。”很多拨打电话
028-69982575了解过种植牙的患者基本上都知道，传统种植牙技术不仅手术创伤大、患者痛苦多，经常在手术室坐上大半天，还没有种完一口
牙，对于“忙碌”的成都老人来说，自然是不乐意了，喝茶、旅游、跳舞、吃火锅，还有上老人大学的，全得耽误了。

中超联赛还剩下最后4轮，虽然上一场对阵华夏幸福重庆斯威4比4打平，但重庆斯威与河南建业同积25分处
在降级区，两队的保级形势都相当严峻。重庆斯威的外援“小摩托”费尔南多深受重庆球迷喜爱。之前在重庆斯威
与河南建业的比赛中，也正是“小摩托”的助攻，重庆斯威获得了宝贵的3分，而在赛前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勒边！”、“斗是勒边！”说这话的人不是四川人，他是“小摩托”费尔南多。随后，“小摩托”秀重庆话的视频刷
屏网络，对此，成都商报记者对“小摩托”进行了专访，“小摩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除了跟翻译学习外，队友也教
了他一些。更让人惊讶的是，“小摩托”还会唱一度非常流行的《小苹果》、《丑八怪》，在采访结束时，他还专门录了
一段视频，用中文唱了《小苹果》，吐字清晰，也没有跑调。

勒算啥子！
我还会用中文唱《小苹果》

川渝德比
有望再次上演

“川渝德比”这个曾被球迷
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2015年成
都天诚俱乐部解散后，已经有四
年多没有再现。此前最后一场“川
渝德比”是2014年8月17日中甲联
赛第19轮，重庆力帆和成都天诚
之间的“川渝德比”。

当年前卫寰岛和四川全兴
的竞争，让“川渝德比”火药味十
足，球员大巴被砸的事件曾屡屡
发生。率先喊出“四川雄起”口号
的重庆球迷，在有了自己的家乡
球队后，也曾喊出了“踩扁全兴”
的新口号。

后来随着前卫寰岛和四川
全兴的相继退出，当年国脚众多、
星味十足的川渝德比水平逐渐
下滑，影响力也是逐年下降。在成
都天诚解散后，再无“川渝德比”。
而如果四川安纳普尔本周末那
冲甲成功，重庆斯威降级，“川渝
德比”有望在下赛季的中甲赛场
再次上演。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活动延期紧急公告
接交通主管部门通知，10月27

日成都将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由
于赛程的起点设在金沙博物馆跟金
凤路路段，刚好是首届德国数字化
种植牙节启动会场智能牙科的所在
路段，属于临时交通管制路段，禁止
无成都国际马拉松比赛指定证件的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德国
种植牙节中德办公室决定将首本届
德国数字化种植牙节的现场活动延
期到10月28日举办，于09：00准
时开始，请参加种植牙节的市民注
意，安排好时间，更多关于活动可咨
询028-69982575。

成龙曾志伟来成都品美食
还要拍川菜题材的电影

冲甲关键战前传出安纳普尔那欠薪3个月？

俱乐部总经理马明宇：目前欠了一个月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
即将于2018年11月2日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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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摩托”费尔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