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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倍受缺牙折磨迫切想种
牙的市民来说，尽快恢复牙齿咀
嚼功能，能好好吃饭是首要的心
愿。而“即刻用”种植牙技术在人
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
采用微创少痛手术方式，肉眼几
乎看不见伤口，并通过数字化可
视化技术手段和3D打印技术制
作种植导板，极大程度地避免损
伤牙组织、神经、血管等位置，所
以种植准确、快速，甚至5分钟就
能在合适的位置上种一颗种植
体，大大减少二次损伤和伤口感
染的几率，手术过程基本上感觉

不到疼痛。值得一提的是，“AI+
即刻用”技术针对半口全口缺牙，
只需要4-8颗种植体，并能做到

“即拔、即种、即用”的效果，这样
一来，不仅大大降低了手术时间
和创伤，还缩短了治疗周期和手
术费用，让老人家们以前望而却
步的半口、全口种植修复，变得更
简单更经济。同时，“即刻用”种植
牙量身定制的种牙方案，让缺牙
多时间长，牙槽骨流失严重、牙周
炎严重、口腔情况综合问题多等
一系列情况，都能快速种上一口
好牙。

春节团圆吃饭难，年后种牙更认准“当天种牙当天用”

智能种牙“即刻用”资深医师亲诊号预约爆满，
明日仅余5个

本报读者可通过四川名医绿色通道028-60160000免费领取新春护牙礼包，
符合条件者还可申请新春种牙减免券（最高2000元）

民间习俗，闹过元宵才算
过完年。不过，成都的种植牙热
潮自春节假期一过便开始了。
笔者从多位缺牙市民对话中了
解到，其实，对于刚刚过完春节
的缺牙市民来说，拥有一口好
牙变得格外迫切，纷纷决定做
种植牙，特别是“当天种牙当天
用”的“即刻用”数字化种植牙，
其“即拔即种即用、微创少痛”
的特征深受蓉城缺牙中老年的
喜爱，让怕疼、怕手术的90岁
缺牙老人也敢种牙，舒舒服服
地躺在牙椅上，本来还是满口
无牙，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已
经完成了种植，随后就能戴上
整齐亮白的牙齿，吃上东西了。
智能牙科医护人员表示，春节
后是种植牙的高峰期，预约挂
号的市民比年前多了足足一
倍，而且，也有很多市民是过年
前就已预约好，春节后就来种
牙。也因此，智能牙科的接诊量
大幅上升，为避免过久的候诊等
待时间，智能牙科也在此提醒市
民，最好先拨打四川名医热线
028-60160000预约挂号。

智能牙科敬老红包及种
牙抵扣券依然在火爆领取当
中，活动截至目前已经到了收
尾阶段。50岁以上成都常住市
民 致 电 四 川 名 医 热 线

028-60160000预约，到
院就有机会领取敬老红包及
种牙抵扣券，缺牙颗数越多，
可申请种牙补贴越高。参与
活动的市民可获智能牙科新
年家庭口腔健康券，为每一
位家庭成员提供一次免费的
口腔健康检查，家中儿童可
获窝沟封闭1次，老人可获一
对一的“即刻用”种植牙数字
化设计方案1次。每天限额10
名，额满即止，报名电话：

028-60160000。

近期有市民拨打电话询问什么时
间才能预约到资深医师亲诊？因为春节
后的种植牙医师实在是有点繁忙。年前
预约的种牙人数居多，而高龄疑难缺牙
老人的种植手术必须由具备10年以上
口腔从业经历，上万颗牙齿种植经验的
业内资深植牙医师亲自来做，因此资深
医师亲诊制定种植牙方案的数量就会
减少，所以需要院长等资深医师亲诊的
高龄疑难缺牙市民，需提前拨打四川名
医热线028-60160000进行预约。

为何智能牙科做“AI+即刻用”种植
牙的老人家会这么多？这是由于目前多
数口腔医疗机构都只能做传统的种植

牙，要经过多个步骤才能完成。从前期
拔牙、打孔、翻瓣、种植，到最后戴好牙
冠，前后需要近半年的时间，一般年龄
大一点的老人，既熬不住这么久的等待
时间，也受不了一连串的折腾。而智能牙
科“AI+即刻用”种植牙技术是在引进“即
刻用”种植牙技术之后，结合成都市民口
腔现状，又做了进一步的技术升级。凭借
成都百年口腔历史底蕴紧跟时代步伐，
与国际接轨，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
技术在舒适的同时更提供了快速便捷。
让缺牙老人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舒舒服服
种好一口牙，整个种牙过程不仅舒适放
松，而且术后就能用新牙吃东西了。

节后蓉城缺牙市民“急种牙”
50岁以上中老年认准“当天种牙当天用”

“即刻用”种植牙当天种牙当天用
一顿饭的工夫就能轻松种好一口牙

乔治当年在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服
役，听到二战结束消息时正在纽约休假。

在之后超过30年里，乔治并不知道自
己成为了著名照片的主角，而格蕾塔本人
早早的就看到了这张照片。格蕾塔说，她
肯定她在《生活》杂志上看到这张照片时
认出了她自己，她也确信，那名水手也一
定看到了这张照片。

乔治则表示，他并不知道那一刻被摄
影师记录了下来。1980年，乔治的朋友注
意到《生活》杂志上的这张照片。那是战争
结束35年后，朋友将杂志带到乔治家。乔
治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

直到1980年，这张照片的男女主角才
再次正式见面。那年，《生活》杂志邀请了

这对素昧平生的“情侣”走上前台。
实际上，在这张照片走红后，曾有多

人声称是照片中的男女主角，其中也包括
生活在罗得岛的乔治。直到后来，面部识
别技术最终确认了照片中二人的身份，其
中的男子正是乔治。

乔治说：“最好的证据就是我的女友。
从水手的右肩上可以看到她的脸。”照片中
的背景，正是他当时的女友丽塔·皮特里。

在确认了照片中男女主人的身份信
息后，许多人给乔治写了信。在2012年的
一封信中，他给对方这样回复，拍出一张
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照片是一种很
棒的体验，“我为此感到骄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翟佳琦 编译

二 战 经 典 照 片 “ 胜 利 之 吻 ” 男 主 角 去 世

2015年8月14日，美国迎来日本法西斯
无条件投降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5周年。

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地
举办多场“45年精神”纪念活动。一些国会议
员和媒体呼吁，趁许多二战老兵还在身边，纪
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

设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美国时是西半球时间8月14日，无
数人走上街头庆祝胜利，美国人通常把这一
天称为对日胜利日。

为纪念二战胜利，在非营利跨党派民间
团体“45年精神永葆活力”推动下，国会众、
参两院分别于2015年7月25日和8月5日通过
决议，支持把每年8月第二个星期天定为“45
年精神纪念日”。

加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先前以
立法或州政府公告方式把每年8月第二个星
期天定为“45年精神纪念日”。当年8月初，纽
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宣布把8月14日定
为纽约“45年精神永葆活力日”。

2015年8月14日，“45年精神永葆活力”
团体在全美举办100多场活动，在博物馆、纪
念馆、军人公墓、公园、社区等场所呼吁公众
支持设立这个纪念日。

再现历史

在“45年精神永葆活力”团体总部所在
地纽约，纪念活动当天达到高潮。

德新社报道，纽约市政府鼓励人们当天
前往时报广场，在巨型“胜利之吻”塑像下

“为和平噘起嘴唇”，再现这一历史画面。连
日来，不少市民和游客在塑像下模仿这一著
名接吻动作，拍照留念。

塑像高8米，名为“无条件投降”，有双重
含义，既指日本无条件投降，也指女主角在
胜利喜悦中允许那名素不相识的水兵用胳
臂揽住自己，像跳舞那样，长长一吻。

1945年，《生活》杂志摄影师艾森施泰特
拍下这张著名照片。

致敬老兵

美国陆军航空兵退役飞行员比尔·加伦
贝克回忆说，自己参加太平洋战场最后一次
作战任务，驾驶B—29型轰炸机轰炸一个日
本海军基地，“第二天，他们投降了。我做的
不是很多，但我是历史的一部分”。

加州众议员迈克·汤普森当时致信当地
媒体说，“对日胜利日依然是我们历史一个
重要部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不能忘记
这些二战中奋战的人们作出的巨大牺牲”。
他呼吁以立法等行动“确保我们民族不会忘
记我们的二战老兵”。

加州《沙漠太阳报》当天发表社论说，人们不
可能相信每个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不会意识
到父辈作出的巨大牺牲，“但我们对子孙后代会有
同样充满热情的民族记忆……不那么自信”。

在美国，人们把经历上世纪30年代大萧
条、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那代人称
为“最伟大的一代”，包括那些二战老兵。社
论说，应当趁这些人“依然活在我们身边时”
设立纪念日，铭记历史，“二战老兵值得我们
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 （新华社）

吻吻··别别
■1945年8月15日（美国时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纽约人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喜讯。在时报广场上，一
名年轻的水兵揽起身边一位素不相识的护士大胆亲吻，表达
心中的喜悦。

■《生活》杂志摄影师艾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正巧看到，
将这个画面定格并刊登在杂志上，从此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
照片。画面中的男女主角后来经相关书籍和著作最终确认，是
牙医助理格蕾塔·弗里德曼和海军乔治·门敦萨。

■用一张照片定义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并不容易，但是，
《胜利之吻》（The Kiss）做到了。如今，照片中的男女主角都
已去世，但他们这一吻定格的胜利永不褪色。

用一张照片定义一个伟大的
历史时刻并不容易，但是，《胜利
之吻》（The Kiss）做到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纽
约民众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在人
群中，一名美国海军水手与一名
女护士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激动
拥吻，这一幕被《生活》杂志摄影
师艾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捕捉，
成为了二战胜利的见证之一。

据悉，照片中的女主角、身穿
白制服的护士被确认是牙医助理
格蕾塔·弗里德曼，2016年去世，
享年92岁。

而今年2月17日，照片中的男
主角，当时身穿美国海军水手制
服的乔治·门敦萨，在家乡罗得岛
去世，享年95岁。当天距离他的
96岁生日仅有两天。

实际上，这幅照片成为经典
后的几十年漫长岁月中，曾经有
许多人自称是照片中的主角，直
到许多年后，在运用面部识别技
术后，才最终确认照片中的二人
正是格蕾塔和乔治。

不过，这对“一吻永流传”的
年轻人并未在后来发展出罗曼蒂
克的故事，而当时真正与男主交
往的是在二人背景中的一位女
性，两人后来度过了70年的婚姻
岁月。

2012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的促成下，这一对照片上男女主角重逢了。

“你从太平洋战场归来，然后，终于在
那一刻，战争结束了。”时年89岁的乔治在
回忆当时为何会做出拥吻的举动时解释。

“他们停了下来，所有的表演都停止
了。他们说，‘战争结束了’，日本人投降
了。”乔治回忆：“战争结束后的兴奋，再加
上刚喝了几杯的醉意，我看到那名护士时，
我环住并亲吻了她，”当时，格蕾塔是一名
正在休假期间的牙科助理。乔治是海军一
等兵，他在解释这个吻的理由时曾表示，格
蕾塔令他想起医疗船上照顾伤兵的护士。

1945年8月15日（美国时间8月14日），

当这对素不相识的人们拥抱亲吻时，著名
摄影师、供职于美国《生活》杂志的艾森施
泰特只用了10秒钟就拍下了四张照片。

“我没有看见他走近，还没有察觉的
时候就被他环住了。”格蕾塔回忆说。而在
问到那个吻究竟延续了多久时，乔治表示

“并不长”。有趣的是，照片的背景中，水手
肩膀的间隙中能够看到一个女性的脸，那
正是乔治当时交往的女友丽塔·皮特里。

皮特里曾表示，她并不介意在两人交
往的第一周，乔治就与另一个女人接吻。
在那之后，她也最终成为了乔治的妻子，
并携手走过了70年的婚姻岁月。“他的那
个吻并没有让我感到非常困扰。”

他曾说：
女主角令他想起照顾伤兵的护士

35年后
他才知自己成为著名照片主角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二战经典照片“胜
利之吻”中女护士格蕾塔·弗里德曼于2016
年9月8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去世，享年98
岁。美联社援引格蕾塔儿子乔舒亚的话报
道，格蕾塔在里士满的一家医院因年迈去

世。乔舒亚说，母亲不时会回忆起那一瞬间。
当年，21岁的格蕾塔是一名牙医助理。她身

穿护士服走在时报广场上，遇到了欣喜若狂的
水兵。她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这算不上一个
吻，而是人们在欢庆。它无关浪漫。” （新华社）

“胜利之吻”女主角2016年去世

从“胜利之吻”
到“45年精神”

这不仅仅是一个吻

二战胜利的见证

2015年8月14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人们参加“胜利之吻”重现活动 新华社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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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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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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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
》

2012年，格蕾塔和乔治在当时拍摄
照片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重聚

“这算不上一个吻，而是人们在欢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