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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种植牙
为什么短短几年获得那么多信任？

“即刻用”刚开始进入成都的时候，
市民问的较多是，即刻用有这么奇妙吗？
当天种牙，当天就能用牙吃东西？半个小
时左右就能种完全口牙？这个技术靠不
靠谱啊？

成都智能牙科“即刻用”推广组成员
罗君谈到，“即刻用”技术和单纯的一项
种植牙技术是不同的。即刻用种植牙是
一整套严谨科学的综合技术，首先，每一
次方案设计，都是由“即刻用”研发团队
成员亲自审定，每位参与者都必须有几
千例以上的中老年种植牙成功经验，并
且要求配置目前处于前沿科技的中老年
数字种植牙设备和系统。

其次，“即刻用”种植牙方案，从拔牙
开始、到即刻种牙、到让种上的牙齿完成
即刻负重、并且让种植体更快更好地产
生骨结合，都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口腔
状况、骨高度、骨密度、口腔血管神经去
做科学而又精确的变化。总之医学技术
和方案不能像工业生产、一项技术一条
生产线就能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才是真
正不负责任的。

所以即刻用种植牙，无论是在公开
示范教学，还是和行业内案例交流，都引
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种植牙医生在仔细
了解和亲自观摩手术后，纷纷表示肯定，
这其中有大型医院院长、种植科主任，还
有种植牙博士、博士后等。能让这么多行
业人士百般挑剔后，还能够报以肯定态
度，即刻用才能够获得今天如此多市民
信任。

患者的口碑掀起
智能牙科的迎新年“种牙热”

其实判断一项种植牙方案是否像说
的那么神奇，较好办法就是看有多少案
例，去和已经做过市民去交流。智能牙科
之所以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做种植牙优
选，并被称之为“种植牙专科医院”的领
创者之一，关键是市民的口碑和推荐，还
有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状况，在这里总能
有和你情况相似的人做过相似的案例。

从年龄上看有不少70/80岁以上甚
至90多岁的老寿星种牙，从身体状况上
看，高血压、心脏病、三高等常见老年疾
病也有做种植牙的。这都还不算，对生活
热爱的高难度种植牙患者也做种植牙，
不管是书香传家的知识分子，还是富豪

高管和世家名人。总之，这一年来，智能
牙科有五千多名市民做了即刻用方案设
计和手术。好的种植牙就是用事实说话，
用效果验证，让做过种植牙的市民来回
答。这就是一项种植牙方案，一个医疗团
队、一家“为口腔医疗产业升级而来”的
引 领 者 应 有 的 底 气 ，欢 迎 大 家 拨 打
028-60160000前来验证。

多颗缺牙、半口全口缺牙
现在通过“即刻用”也能实现即拔、
即种、即用

据悉，随着智能牙科全面总装麦哲
伦数字化种植牙设备与系统，高龄体质
弱的市民做种牙将更有保障。因为传统
种植完全依赖手工操作，创口面积较大，
种植体植入时容易伤及血管、神经等纤
细而又广泛分布的牙组织，缺失部位会
在术后产生较为疼痛的感觉；后期可能
会带来肿胀发炎，恢复慢的情况。麦哲伦
数字化种牙设备和系统的引入，种植牙
位置可以精确到毫米以下的单位，有效
避开血管神经等口腔组织，加上肉眼几
乎看不见创口的微创技术，手术接近零
出血。所以患者在整个过程几乎感受不
到疼痛。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为何会造成春节前蓉城“种牙热”现象
年前种牙有口福，就要把AI（爱）带回家！本报种牙名医热线028-60160000可直接申请第三颗种植体2019元
在此预约智能种牙方案还可优先约“即刻用”研发团队亲诊名额

另外温馨提醒，广大市民
如果想做“即刻用”，请认准智
能牙科，“即刻用”在成都地区
落户单位，而且也要提醒广大
缺牙者，不是所有的缺牙都能
够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的，
具体还要看每个人的牙槽骨
情况以及身体状况，如有不太
了 解 的 请 拨 打
028-60160000咨询，本报
读者还可优先享受院长亲诊
名额，免费预约“即刻用”种植
牙方案设计，成都“789”冬季
植牙计划更推出新年特别场，
常住成都市的50岁以上缺牙
者都可申请参加，第三颗种植
体仅需2019元！

离春节只有不到三周了，家家户户在备年货的同时，成都
的中老年市民也掀起一股“种牙热”，在市民提及较多的能实
现“当天种牙当天可用”的智能牙科，一楼等候区坐满了拍片、
验血、初诊、复诊的市民。据该院手术室负责人说，几大种植牙
手术室，早在一个月前都给排满手术了。而且，其中大部分都
是专为“即刻用”种植牙。谁能想到，“即刻用”2017年底才落
户成都。一年前，“即刻用”种植牙向媒体公布有“即拔、即种、
即用”的技术特点，并且能够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戴牙回
家吃饭”的效果，这一下就引爆了行业内外的热议，到今天，由
于越来越多“即刻用”市民使用后的口碑传播，这已经成了蓉
城市民春节想要告别缺牙烦恼的主流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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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公开课暨宋拓蜀石经（复制本）
赠予仪式昨日在成都石室中学举行

2018快消行业关键词解读

NO.1 食品极鲜
食品极鲜是消费升级下的“产

物”，在消费者更加注重口味和食品安
全的要求下，食品的新鲜程度及保鲜
技术将是食品行业发展的新关注点。

NO.2 包装趣味化
在2018年特别零食品牌，均从食

品的包装及营销趣味化方面下足工
夫。比如辣条“好多啦”、藤椒味汤面

“抖唇”、薯片“肥宅鲜切饲料”等等。
NO.3 新型营销体形成
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消费模式，

一直在强调电商的重要性，而从近年
的数据显示，这种常规模式将被打破。
线上线下渠道、合作共销的立体新营
销模式将出现。

NO.4 产品触达消费者成为新趋势
除了以京东、阿里为代表的电商

渠道、微信生态圈的社交电商、线下直
营连锁店、以零售通为代表的B2B分
销渠道、以年轻人创业为合作源的小
店等新型销售模式出现，成为2018年
企业销售体构成的变化趋势。

连续3周带福利打call
收获大波粉丝

2018年食尚大典同以往不同，我

们以消费者参与投票并且给自己喜爱
的品牌打 call 获品牌限量福利为互
动，每周 1 波的主题打 call，让消费者
更加了解自己喜欢的品牌，并且获
得品牌提供的限量福利。连续 3 周 3
个主题的带福利 call（12 月 6 日、12
月 13 日、12 月 20 日三个主题），共计
收获 1000 多个支持者声音，联动成
都商报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红星新
闻客户端，成都商报报纸、火锅 BaBa
共收获100万+的关注度。

定制日历+网红餐厅
引嘉宾拍照打卡

配套此次成都商报食尚大典2018
年度榜单发布，成都商报特别定制了个
性化日历，将消费者们评选出的食尚品
牌以手绘方式融入日历中。当天上午，
Tiffany蓝主色调的苏坦中东料理店内
装饰，搭配具有异域风情的摆设，餐厅
中空悬挂银色和金黄色的代表土耳其
特色的气球装饰，显得格外喜庆。嘉宾
们在成都商报食尚大典个性化纪念日
历12个画架前停留参观，并纷纷拿出手
机在网红店拍照打卡。在进行成都商报
食尚大典2018年度榜单发布后，品中
东风情特色饮品，聊行业动态，一场氛
围轻松的行业聚会拉开帷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周婷婷

2018成都商报食尚大典榜单创意揭晓
看看你心目中的“最佳”是否上榜？

更注重口味和食品安全、包装更趣味化、立体新营销模式……成都商报食尚大典2018年度榜单发
布会日前在蓉举行，总结并解读了2018年快消行业的几大关键词，揭晓了成都商报食尚大典2018年
度榜单：年度杰出社会责任企业奖、年度优秀食品安全企业奖、年度品牌创新企业奖，一起来看看你心
目中的“最佳”是否上榜？

成都商报食尚大典
2018年度榜单
（以首字母排序）

2018年度杰出社会责任企业奖
肯德基西南

四川麦当劳

伊利集团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四川）有限公司

2018年度优秀食品安全企业奖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

金龙鱼

蓝剑集团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美尚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养乐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度品牌创新企业奖
必胜客西南

新希望华西乳业

竹叶青

2018年度最具“成都礼物”代表企业奖

四川新滋味味业
（新希望有言有味火锅底料）

2018年度最具人气网红餐厅
苏坦·中东料理&苏坦·土耳其餐吧

传诵千年的“珍贵教材”

秉承着“持续打造精品节
目”的创作赤诚，《国家宝藏》
第二季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道路上开始了
新的旅程。第二季节目中四
川博物院推选的“后蜀残石
经”亮相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共鸣和反响。其实，“后蜀残石
经”原本并不“残”，而是一套整体
完整、经文详备的石经。观众今天
无论是在四川博物院看到的“残石
经”，还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的“宋拓蜀石经”，它们都源自最早
的“后蜀石经”，而这其中还有一段
令人感叹的渊源。

最早的“后蜀石经”为五代时期
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儒家经
典石经，立于文翁石室，也就是彼时
的成都学宫之内，为学子们研读摹
拓。毋昭裔之后，宋人续刻，最终历时
近200年，集结了儒家十三经，奠定了
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格局。蜀石经不仅
刊刻经文，最为珍贵的一点是还刻有
注释。它更以拓印本的形式影响全
国，在宋代广为流传。而千余块后蜀
石经因南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现仅
存几块残石，顾名“后蜀残石经”，现
仅可从宋拓本中窥得石经原貌。

巴蜀大地的读书声从未间断

1965 年，耗资 25 万元从香港购
回后蜀石经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贵
古籍拓本，现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
馆，为后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对于四川人来说，“后蜀残石
经”和“宋拓蜀石经”都是珍贵的文
物，对于研究四川的文化教育史，也
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在石室中学
建校2160年之际，《国家宝藏》节目组
希望通过赠予仪式，让“蜀石经”重回
石室，也让文翁重视教育、传承文化
的精神通过石室中学，绵延不断地传
递出去，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成为历
史与文明的守护者。

作为石室中学的校长，今年正值
石室中学建校2160年之际，田间也万
分感慨：“作为千年学校我们办学要坚
持、传承我们优秀的文化。两千年来，

‘李冰治水，文翁化蜀’是个奇迹。两千
多年来，我们学校的名字不停更替，但
办学地址从未改变过。我们坚守‘教育
是一种信仰’，坚守‘回归教育本质’，
坚守‘石室办学追求’。”

《国家宝藏》走进大众生活

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方，《国家
宝藏》勇敢地迈出了它的第一步——
走出录影棚和电视台，真正地走进大
众的日常生活。于蕾表示：“我们这个
节目就是一个关于历史的节目。历史
是很有趣的，就是讲故事，这就是我
们做的事情。我们的逻辑就是：九大
中国顶级博物馆，做一场“国家宝藏”
特展。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历史活起

来，让博物馆火起来，让
零起点的观众爱上历史
和文化。历史可以很现
代，可以很有趣。”

现年 78 岁的成都
石室中学语文老师朱泽
荪已经退休多年，然而
石室中学对于他来说却
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自
己的一生，也通过编纂
校史记录下了这所学校
两千余年的春秋。作为
国宝“后蜀残石经”的今
生守护人，朱泽荪曾登

上《国家宝藏》的舞台，在
节目中分享自己在石室中

学度过的点滴和自己与同
事共同编纂校史的美好回忆。

国图首次对外赠予“宋拓
蜀石经”（复制本）

在昨日的赠予仪式上，中国国家
图书馆副馆长陈樱女士通过VCR表
达了祝福。她说：“很遗憾由于工作原
因，不能同国家宝藏节目组一同走
进文翁石室，但是我今天代表国家
图书馆，为所有的石室人带来一件
非常珍贵的礼物。2018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宝藏》‘后蜀残石经’的故
事一经播出，我看到了很多网友自
发为‘存师道，传薪火’的石室中学
点赞，更有无数石室学子为自己是
石室人而骄傲自豪。文翁石室建校
于两千多年前，千余年来，人才济
济，可以说是‘史上最强学校’之
一，所以国家图书馆特意制作了这
件珍贵的礼物，非常荣幸此次能与

《国家宝藏》节目组和四川博物院
一同将它赠予石室中学。这份礼物
就是‘宋拓蜀石经’的高仿复制本，
这也是国家图书馆目前唯一一本
对外赠予的珍贵的复制品。此次，
让石经重归石室的活动，是希望数
千年的中华文化能在年轻一代的石
室人中薪火相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新年伊始，“百岁顽童”放大招
——105岁的作家马识途将要举办书
法作品义卖活动。这场名为“凌云苍松
——105 岁马识途书法展”的爱心书
画义卖活动将于 1 月 18 日至 28 日在
成都诗婢家美术馆举办。

义卖收入将捐赠给四川大学教
育基金会

本次书法作品义卖活动是继2018
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马识途文集》北
京首发式暨马识途书法展之后，马老
举办的又一次重大活动，和上次一样，
本次义卖活动所募集的资金仍将捐赠
给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以帮助四川
大学优秀的寒门学子。

马识途文学奖设立于2014年，由

著名作家马识途将其百岁书法义展上
作品售卖所得的230余万元捐赠给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由四川大学
教育基金会代管，用于表彰热爱文学、
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的寒门学子，以鼓
励和培养文学新秀。

此前，今年1月8日，第五届“马识途
文学奖”在四川大学颁奖，22位在校大学
生的21件文学作品获奖，包括小说、剧
本、评论、诗歌和散文等多种体裁。巧合
的是，当天也是马老进入105岁的生日。

开幕当日有彩蛋

本次展出的书法作品包括马老近
年来创作的缅怀、抒情、励志名言、楹
联以及短文作品，蕴含其独特的审美
情趣、文化气息和人格修养。

马识途1915年出生于重庆，自幼

临汉碑，习汉隶，至今已近百载，是目
前中国最长寿的作家，也是中国书画
家中最长寿的创作者。

在马识途看来，书法可贵之处要
有法，书法的妙处在有法无法之间，于
有法中求无法。书法创造性是必要的，
但也要有章法。

习书临帖的基本功绝不可少，由
远而近，由近而远，在有法无法之间，
于有法中求无法，独创一格。尽管他自
己说不敢妄称书法家，但他却是名副
其实的书法家，曾多次在北京、成都举
办个人书画展。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8
号结束，展览开幕当日，诗婢家为观众
准备了开幕小彩蛋，到场观众均有机会
获得马识途《福》字限量复制品一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
回
家
﹄

《国家宝藏》栏目组携手中国国家图书馆

昨天下午昨天下午33点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国国
家宝藏家宝藏》》公开课之走进石室中学暨宋拓蜀石经公开课之走进石室中学暨宋拓蜀石经（（复制本复制本））赠赠
予仪式予仪式””在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举行在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举行。。今年正值石室中今年正值石室中
学建校学建校21602160年之际年之际，《，《国家宝藏国家宝藏》》节目组联同中国国家图节目组联同中国国家图
书馆书馆、、四川博物院共同举办此赠予仪式四川博物院共同举办此赠予仪式，，以求与社会各界以求与社会各界
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共勉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共勉！！实际上实际上，，这也是这也是《《国家宝藏国家宝藏》》
第一次走出录影棚第一次走出录影棚，，走进校园走进校园，，和师生们一起零距离地接和师生们一起零距离地接
触历史触历史、、感受文化感受文化。。

让宋拓蜀石经（复制本）

马识途书法作品义卖今日开展
首日到场有机会获马识途《福》字

赠予仪式现场

宋拓蜀石经（复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