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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用”种植牙在蓉历经两年
上万缺牙市民受惠
“当天种牙当天用”

随着2017年“即刻用”种植牙技术的引进
和广泛推广，其“即拔即种即用”的技术特点就
迅速引起了广大缺牙市民的关注，不仅在年轻

孝顺的子女群体里一传十、十传百扩散开来，更
是在中老年人群体里建立起了“要种牙，快做即
刻用”这样的良好口碑。而四川名医咨询热线电
话028-60160000也成为缺牙市民的口腔健康专
业咨询热线，每天至少都会有上百位缺牙市民
到智能牙科就诊种牙。如今，历经两年，智能牙
科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已成功运用“即刻

用”帮助上万
位市民实现了

“当天种牙当
天用”，他们里
面 有 大 学 教
授，有工程师，
有医生，还有
知名企业家，
而 即 刻 用 在

“多颗缺牙、半
口/全 口 缺 牙
即刻负重”领
域更是走在了
行业的前列，
并在高龄种植
牙方面树立了
行业标杆。

智能牙科如何让缺牙老人
更快更舒适拥有一口牙、
安享幸福晚年？

如今，在成都，很多缺牙老人都能明白“即
刻用”种植牙落户成都的意义，这项由欧美种
植牙专业团队研发的“即刻用”种植技术，有
着“即拔、即种、即用”的显著技术特点，无论
是前期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术后恢复，都
要求在无痛中进行，并且要求一次手术当天
完成，当天种植当天就可以戴上牙，而且德国
麦哲伦数字化模拟种植、3D打印种植导板、全
景CT全息等智能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让“即
刻用”种植牙告别了过去的“盲种”模式，真正
进入可视化、可预知、可控制的新型精准种植
模式，对于患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手术过程
更舒适和微创，也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平均
3-5分钟就可以植入一颗种植体，即使是全口
牙缺失，“即刻用”种植牙方案也只需要植入8
颗种植体就能修复全口28颗牙，那也仅需要半
小时就可以完成。

而智能牙科作为“即刻用”种植牙永久落
户和西南地区的示范单位，不仅作为为缺牙
患者服务的医疗机构，还承担着教学和科研

的任务，不断改良和优化“即拔、即种、即用”
的技术，在“即刻用”种植牙在蓉推广的两年
间，我们也多次进行公开教学，希望以此来推
动行业的发展。不过，“即刻用”种植牙仍是口
腔修复中难度极高的一项技术，特别是半口/
全口缺牙、牙槽骨薄、高龄的病例，更是“难中
之难”。所以也提醒市民，做“即刻用”种植牙
应谨慎，不是所有缺牙都能做“即刻用”的，还
要选择有该项技术落户的医院，且配有全套
数字化口腔诊疗设备及种植经验超千颗的医
生团队，以保障手术的舒适性，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和麻烦。

智能牙科的成果也得到智能牙科的成果也得到
了了““国际全口无牙种植论国际全口无牙种植论
坛坛””一致的肯定一致的肯定，，取得了中外取得了中外
种植牙大咖会诊的机会种植牙大咖会诊的机会。。本本
月月2121日日，，德国种植牙专业医德国种植牙专业医
师将联合师将联合““四川金牌好口碑四川金牌好口碑
医生医生””蔡明河院长一同会诊蔡明河院长一同会诊，，
为市民定制为市民定制““即刻用即刻用””智能种智能种
植方案植方案，，缺牙市民可通过缺牙市民可通过
028028--6016000060160000报名报名，，数量数量
有限有限，，报完截止报完截止。。

爱她，就送她“全口好牙”
智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

成蓉城母亲节优选“孝心好礼”
初夏种牙恢复好，成活高，还能当天种牙当天用（符合条件者）

缺牙市民可通过四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预约“即刻用”，还有机会获得中外名医亲诊

作为一个牙齿健康的年轻人，
是很难体会到老人缺牙的痛苦，他
们割舍了很多美食，能咬得动的东
西也就只有豆腐、菜叶、肉酱这么
几样，天天吃没滋味不说，很多老
人嘴里还有“恼火”的活动假牙，还
得忍受每一次咀嚼带来的苦楚。不
过，上个周末趁着母亲节的契机，
很多市民带着母亲去智能牙科实
现了“一口好牙”的心愿，让母亲能
好好吃饭，身心更健康。相比老人，
儿女们接触到的信息更多，也更能
理解为什么种植牙是公认的最好
修复方式，也更清楚，“即刻用”种
植牙和传统种植牙的区别在哪里，
数字化种植更精准，更微创少痛，
老人也就少遭罪，如果符合条件的
话还不用等半年，当天种牙，就能
戴牙，早上出门就诊，晌午回家就
已经有一口新牙了。

昨日，同程艺龙发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
业绩公告。公告显示，按合并基准，同程艺龙
当季实现收入17.8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17.5%；经调整EBITDA由2018年同期的人
民币4.59亿元（按合并基准）同比增加34%
至6.16亿元人民币，经调整EBITDA利润率
由2018年同期的30.3%（按合并基准）增加
至34.5%；经调整的净利润达到4.49亿元人
民币，经调整净利润率达到25.1%。

今年第一季度，同程艺龙借助广泛的用
户触达、创新产品开发及优质的用户体验等
协同优势，业绩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势头，整
体交易额达到359亿元，同比增长23.8%。

持续拓展低线城市
当季平均月活跃用户近2亿

受益于腾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自
身有效的销售及营销策略，同程艺龙拥有
较低成本的获客渠道和更为稳定的用户黏
性。特别是借助对小程序趋势的精准把握
和布局，同程艺龙实现了对用户、尤其是低
线城市用户的高触达和高转化。

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同程艺
龙约有85.5%的注册用户居于中国非一线
城市；而今年一季度，约61.5%的新付费微
信用户来自三线或三线以下城市，较去年

同期数据有所增加。
得益于对低线城市的持续渗透和对服

务的不断创新，同程艺龙的月活跃用户和
月付费用户均取得了可喜增长。财报显示，
今年一季度，同程艺龙平均月活跃用户由
2018年同期的1.63亿人同比增长22.0%，达
到1.99亿人；而平均月付费用户更是同比增
长36.7%，由2018年同期的1690万人增加至
231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同程艺龙完成了腾讯
旗下平台的流量渠道多样化，目前，微信用
户有多种方式可使用同程艺龙专有微信小
程序，包括：微信支付（钱包）入口及小程序
下拉列表；在腾讯旗下平台投放的互动广
告；微信内的分享及搜索功能。其中，微信
支付（钱包）入口及小程序下拉列表是用户
最为青睐的接触方式，平均月活跃用户量
占到了来自腾讯旗下平台平均月活跃用户
总数的60.8%。

同程艺龙在一季度业绩公告中预测，
未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日渐改善以及
因消费能力的提升及城镇化率日益扩大，
对高质量旅游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的旅
游市场特别是低线城市将继续保持强劲的
增长势头。

看好旅游市场
打造“智能出行管家”

同程艺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平
台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交通票务、住宿预
订，以及各种配套增值产品及服务，用以满
足用户不断变化的旅行需求。未来，同程艺
龙将继续深耕微信生态，不断加大对低线
城市的布局和渗透。

同时，同程艺龙还将利用强大的数据
分析及技术能力，从在线旅行平台转变为
智能出行管家的先行者，以此巩固作为满
足整个旅途中满足用户旅行需求的一站式
平台的市场地位。

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此前同程艺龙率先在业内提出了从OTA
（Online Travel Agency）向ITA（Intelligent
Travel Assistant）转型的概念，借助已构建
的覆盖行前、行中及目的地等细分场景的
一站式出行预订平台，持续打造“智能出行
管家”的角色。

近期，同程艺龙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
凭借与微信支付的深度合作，双方将聚焦
住宿服务升级，为预订酒店的高分值用户
提供“免押金、免查房、离店后扣款”等便捷
服务。除此之外，同程艺龙还通过开发“慧
行”、“如来”及“智能酒店”系统，持续优化
用户体验及黏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2019年第一季度收入17.83亿元 净利4.49亿

同程艺龙发布一季度财报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爸爸把1.8米小肠移植给儿子
西南地区首例

55月月1313日日，，在四川省人民在四川省人民
医院病房医院病房，，2929岁的周洋岁的周洋（（化名化名））
正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活动正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活动
锻炼锻炼，，44月月3030日日，，从从5151岁的周岁的周
爸爸体内获取的爸爸体内获取的 11..88米长小米长小
肠顺利移植到周洋的身体里肠顺利移植到周洋的身体里，，
现在现在““运转运转””正常正常，，两人都在顺两人都在顺
利康复中利康复中。。因为因为““肠系膜上动肠系膜上动
脉血栓致广泛肠切除脉血栓致广泛肠切除””一度只一度只
有有 3939公斤的周洋公斤的周洋，，体重也逐体重也逐
渐接近生病之前的水平渐接近生病之前的水平，，达到达到
4848公斤公斤。。这也是西南地区首这也是西南地区首
例小肠移植手术例小肠移植手术。。

周洋的哥哥周华（化名）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2016年，弟弟就有了肚子痛的症
状，还经常拉肚子或者便秘，但他一直以为是胃
病，也吃了胃药，但没有效果。2017年11月，在
广州的周洋工作时突然腹痛倒地，全身抽搐，冒
冷汗，紧急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肠系膜上动
脉血栓”，血栓形成导致小肠坏死，不得不急诊
切除了坏死的肠段，8天后，因为坏死仍在蔓延，
又第二次做了切除手术，周洋腹内的小肠部位
仅剩下65厘米，手术之后存在消化吸收困难。

2018年，周洋从广州回到四川，因为后续
的静脉营养维持不好，他的体重从生病前的
52公斤一路下跌，2019年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就诊时，身高168厘米的他体重仅有39公斤，
属于严重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急性肾功能
不全，小肠移植手术成为唯一的治疗办法。

“我们三个的血型都是O型，配型都成功
了，但我爸坚持要用他的（小肠）做移植。”周
华说，此时，弟弟已经无法走路，生活不能自
理，必须要有人照顾。

29岁小伙患“肠系膜上动脉血栓”10天内两次手术切除小肠

“正常人的小肠长度在4-7米，平均长度在5
米左右，对于供体来说，截取不超过2米，不会对
人体造成严重影响。”四川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
主任医师赵高平介绍说，各种原因引起的小肠功
能衰竭、短肠综合征、肠吸收功能不良、肠运动功
能不良、系膜根部肿瘤或癌及家族性息肉病等
等，都需要考虑小肠移植。“如果不做移植，依
靠长期的肠外营养，肝脏功能会受到影响，加
上长期静脉输液，也会可能产生静脉血栓。”

4月30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团队
为周洋做了小肠移植手术，从周洋父亲体内

获取的1.8米小肠，在器官灌注后，移植到了
周洋的体内，手术时间7个小时。“整个手术过
程中，小肠缺血的时间只有1小时35分，这是
亲体移植的优势。”赵高平介绍说，相较于遗
体器官捐献的不确定性，亲体移植有更多的
准备时间，移植小肠缺血时间短，活力最好，
排斥反应也比较轻。

术后7天，周洋父亲就顺利出院，周洋也
恢复良好，每天已经能下地锻炼1个多小时，
在病床床头，还挂着7、8个气球，都是周洋锻
炼时使用的。

截取爸爸的1.8米小肠 移植到儿子体内

术后恢复 重点是抗排异和抗感染

虽然完成了移植手术，但对于周洋和医
护人员来说，术后还有抗排异和抗感染的关
卡要闯。小肠是人体最大的淋巴组织富集器
官，粘膜下有丰富的淋巴组织网，肠系膜淋巴
结含有大量淋巴细胞，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
可高达87.8%，移植后9个月仍有三分之一的
人发生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也
有30%-50%。

“小肠的血管非常细小，只有5~8微米。”
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黄晓波介绍说，
手术吻合难度大，术后会不会产生血栓，这些
都是风险因素，一方面为了防止血栓，需要使
用抗凝剂，但患者身上还有几个手术创面，血
液凝结减弱会不会导致出血，方方面面必须考
虑平衡，也必须事无巨细。

黄晓波介绍说，目前，虽然还只能喝水、
不能进食，但周洋的肠道功能已经开始逐步
恢复，也能够下床活动，顺利的话，再有半个
多月，周洋就能够出院了。

据了解，自1994年，我国开展首例遗体供
者小肠移植后，国内迄今共完成小肠移植手
术近40例，1999年成功施行国内首例亲属供
肠的活体小肠移植，目前共完成此类手术16
例，最长存活时间已达20年，成为国际上存活
时间最长的“换肠人”之一。

根据欧洲医学文献数据，肠功能衰竭的
年发病率估计为2-6.8例/百万人口，四川省
内每年大约有160至540例患者发生肠衰竭，
估计目前每年适合小肠移植手术的病人在50
例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小肠移植手术现场

术后护理

下地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