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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老人来
说，岁月带给他们的最大的困境莫过
于身体的日渐衰弱。牙齿缺失带来种
种困扰，尤其对于全口无牙可用的老
人来说，晚年幸福生活更是变得遥不
可及。

80岁的吴奶奶便是其中的一
位，20年前，刚到60岁的吴奶奶就开
始掉牙，开始的时候就一颗，也就不

怎么在意了，就在几年前，松动的牙
齿越来越多，掉的也越来越多，到后
来不仅是肉、排骨，就是稍微硬一点
的蔬菜都没有办法吃，酸一点、辣一
点的汤水更是绝缘了。今年更是因
为牙齿掉光了，就只能喝点稀粥，整
个身体都垮了，精神状态一日不如
一日。工作繁忙的儿子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带老人家到医院去

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缺牙导致的
严重营养不良。所幸，经检查吴奶奶
符合“即刻用”种植牙要求，不到1小
时就完成种植手术，当天就戴上了
牙冠。也由于“即刻用”种植牙可以
做到“当天种牙当天用”，种牙之后
没多久，营养跟上来的吴奶奶，身体
更加硬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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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地区的落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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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名医、智能牙科“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项目”两周年

“即刻用”技术受热捧 多颗缺牙市民种牙省时、省力、更省钱
多颗种植市民可通过四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申请指定种植体的免费名额（每天限8个名额）种一颗送一颗

7月，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联
合智能牙科联合举办的“2019四
川省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名医项
目”正在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特别
针对中老年缺牙颗数多、恢复能
力慢、口腔情况复杂等现状，特别
开放免费种植体名额（指定植
体），多颗种植市民可通过我们四
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进
行申请，种一颗即可送一颗，每天
限8个名额。

“关爱中老年口腔健康名医项目”启动

多颗种植市民
可申请免费种植体名额

说起种植牙说起种植牙，，蓉城很蓉城很
多缺牙市民都不陌生多缺牙市民都不陌生，，毕毕
竟社会和医学越来越发竟社会和医学越来越发
达达，，即便是老人也不愿意即便是老人也不愿意
佩戴活动假牙佩戴活动假牙，，都想选择都想选择
拥有强劲咀嚼功能的种拥有强劲咀嚼功能的种
植牙植牙。。而在蓉城而在蓉城，，因为有因为有

““即刻用即刻用””种植牙技术的种植牙技术的
落户落户，，缺牙患者就更乐意缺牙患者就更乐意
选择种植牙了选择种植牙了，，既微创无既微创无
痛痛，，又方便快捷又方便快捷，，即拔即即拔即
种即用种即用，，半天功夫就完半天功夫就完
成成，，那何乐不为呢那何乐不为呢？？据了据了
解解，“，“即刻用即刻用””种植牙自种植牙自
20172017年落户蓉城后年落户蓉城后，，不不
断地深化技术断地深化技术，，已有上万已有上万
缺牙市民受惠缺牙市民受惠，，实现实现““当当
天种牙当天用天种牙当天用””愿望愿望。。

部分缺牙市民反映，面对种植牙
手术，许多缺牙患者特别是老年人还
是有很多担心！“种牙会不会痛，要多
久才能正常使用？”“需要做手术的，
年纪大了，受不起折腾！”很多掉牙的
中老年市民，害怕种植牙会疼痛，担
心医生种不好牙……种种的疑虑导

致很多老人未能得到很好的修复方
式，只能勉强戴着活动假牙，囫囵吞
下熬得稀烂的饭菜。而“即刻用”的出
现就为缺牙市民带来全新的种牙和
用牙感受。在过去，缺牙患者肯定想
不到，原来，种植牙竟能如此简单，全
程微痛，舒舒服服躺上手术台，一般

半小时，一口好牙就种上了。而且，
“即刻用”种植牙还创造性地实现当
天种牙当天戴牙冠，极大地缩短从种
植牙植体植入到戴牙冠用牙的时间。

此外，除了术中的体验，智能牙
科更注重术后的体验。对于缺牙者来
说，他们关注的是种牙之后能不能像

真牙一样吃东西。智能口腔“即刻用”
种植牙敢以“真牙咬合力”作参照效
果，不仅要求每颗不同功能的牙的咬
合力和全口牙的综合平均达到真牙
咬合力，还要求达到咀嚼力强劲、咬
合舒适、咬合面整齐、负担相同压力
等效果，让市民用好牙，舒服用牙。

为什么“即刻用”种植牙在蓉历经两年 能持续获得好口碑？

八旬阿婆缺牙20年 30分钟即恢复一口好牙

美联储主席敦促
脸书暂停推进加密货币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日表示，美
国社交媒体企业脸书公司计划发行的
加密数字货币Libra已引发多重担忧，
在解决这些问题前加密货币项目不应
推进。鲍威尔当天在出席美国国会众
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说：

“Libra已经引发关于隐私、洗钱、消费
者保护和金融稳定等值得担忧的问
题。”他说，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我
认为该项目不应推进”。

鲍威尔还表示，目前的监管规则无
法适用于加密货币，应当以“耐心和细
心”的监管态度来对待这一新生事物。

对此，脸书发言人当天回应说，公
司和美联储主席态度一致，即应当围
绕这一问题展开公众讨论。

脸书公司上月宣布将发行加密数
字货币 Libra，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该
项目得到万事达、威士、亿贝和优步等
企业支持。 （新华社）

1个月内
默克尔在公开场合颤抖3次

本月10日，默克尔在总理府迎
接来访的芬兰总理林内时突然全身
颤抖。这已经是她一个月内第三次
出现类似情况。

6月18日，默克尔在总理府与来
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检阅德国
仪仗队。在军乐队演奏德国国歌时，
默克尔全身颤抖，几乎失去平衡难
以站立，时间持续超过一分钟。事后
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自己的身体
状况没有问题，颤抖是因为天气炎
热。自己喝了三杯水后就没事了。

但事情并不像她自己说的那么
乐观。

6月27日，默克尔在总统府出席

新任司法部长任命仪式时再次浑身
颤抖。当时，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在讲
话。默克尔站在旁边，先是浑身颤
抖，紧接着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想掩
饰抖动但没有成功。抖动持续了近
两分钟。工作人员递给默克尔一杯
水，她接过后没有喝又还回去。当天
下午，默克尔按原计划飞往日本大
阪，出席G20领导人峰会。

之后，她又去布鲁塞尔参加了3
天的特别峰会，与其他欧盟国家领
导人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席等欧盟机
构领导职务的人选问题。

第三次颤抖后
默克尔回应称“我很好”

最近这次，默克尔全身颤抖了大
约一分钟，但程度相比前两次较轻。

在与芬兰总理林内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上，默克尔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她很好，大家不需要为她的健康
状况担心。

她说，自己再次颤抖是因为身
体还处在三周前第一次出现这种症
状后的“处理阶段”。虽然这种症状
还没结束，但有所好转。她没有详细
解释“处理阶段”是什么意思，只说

“有一天，它会消失的，就像当初突
然出现时那样”。

在德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
保密的，默克尔此前是否有过健康
问题不得而知。

面对媒体询问，默克尔的发言
人拒绝透露，除了这三次已知情况
外，默克尔是否还在其他场合出现
过类似颤抖的症状，也拒绝透露她

最近是否接受过治疗。
然而，本国总理的身体一而

再再而三出现状况已经引发公众
担忧。

外媒猜测
默克尔是病了还是累了？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评
论，默克尔的健康已经是一个“政治
话题”，如果类似情况经常出现，政府
不应再隐瞒信息，否则会谣言四起。

法新社援引“接近政府的消息
源”报道说，默克尔出现目前的状况
可能是心理原因：在某个场合“失态”
后，在类似的场合可能会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从而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形。

德国媒体《焦点在线》采访到的
医生则认为，默克尔应检查神经系

统，但帕金森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
为帕金森患者颤抖幅度更小。

担任德国总理14年来，除了休
假，默克尔很少放松自己的工作。一
次例外是2014年，她在瑞士度假时
滑雪摔伤导致骨折，取消了三周的
出访和会见日程，但仍在总理府处
理少量工作，主持内阁会议。

这次，“我没事”依然是默克尔
对公众关心的回应。她表示，“非常
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能够胜任”
现在的工作。

本月17日，默克尔将迎来65岁
生日。已经三次连任的她此前表态，
未来不会再竞选总理，她的第四个
总理任期2021年结束后，自己将告
别政坛，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担任政
治职务。 （新华社）

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控所引发的
风波继续延宕。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
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危机”。韩国外长
康京和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
电话，韩国多名高官也接连访美。

分析人士认为，日韩关系近来持
续紧张，短期内恐怕难有实质性改善，
美国肯不肯出力调和、又能发挥多大
作用犹未可知，美国东亚政策、美日韩
同盟关系恐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10日，文在寅急召30家企业高管开
会，表示韩方准备面对一切可能情形，
包括韩日纠纷旷日持久的可能性，并敦
促日本方面“不要执迷不悟地走向死胡
同”。他说，日本实施出口管控是出于政
治目的，意图打击韩国经济，这不仅损
害韩日友好关系、破坏韩日安全合作，
对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都没好处。

韩联社11日援引韩国外交部消
息报道说，康京和10日晚与蓬佩奥通
电话，对日本出口管控措施表达忧
虑，而蓬佩奥对此表示理解。两人商
定继续加强韩美、韩美日之间各层级
外交沟通。

康京和说，日本此举不仅损害韩
企利益，还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也给美
国企业乃至世界贸易秩序造成负面影
响，不利于韩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
韩美日三国合作，希望日方撤销出口
管控措施，以免事态恶化。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
室、外交部、通商交涉本部等部门高级
官员正接连访美或准备访美。

就韩方要求日本撤销出口管控措
施一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记
者会上说，“这不是需要协商的事情，
所以不存在撤回的问题”。

在9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
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
韩国要求日本撤回针对韩国实施的加
强半导体材料出口管控措施。

另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
韩日计划12日在东京展开对话。

日韩双方近期因“慰安妇”问题、
二战劳工赔偿问题、火控雷达照射事
件等新老问题龃龉不断。此次，日韩对
日方出口管控措施的动机各执一词，
日方坚持“就事论事”，韩方则批评对
方举措系政治报复。对此，韩国仁荷大
学国际通商学教授郑仁教说，日方实
施出口管控，一方面是在日本参议院
选举前夕将韩日关系与日本国内政治
挂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过去一段时
间以来，韩日关系的确纠缠复杂。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日本问题专家
希拉·史密斯说，美国曾在日韩关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美前总统奥巴马曾举
行美日韩峰会来改善日韩关系，但目
前来看，特朗普政府没有多少兴趣、也
暂无计划调和日韩关系，而日韩政界、
外交界恐怕也正对再由美方解决日韩
分歧失去兴趣。 （新华社）

1个月内

默克尔
到底怎么了

6月18日，全身颤抖，几乎失去平衡难以站立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检阅德国仪仗队。在军乐队演奏德国国歌时，默克尔
全身颤抖，几乎失去平衡难以站立，时间持续超过一分钟。

6月27日，再次浑身颤抖，持续近两分钟
默克尔出席新任司法部长任命仪式时再次浑身颤

抖，抖动持续了近两分钟。

7月10日，颤抖约1分钟，程度相比前两次较轻
默克尔在总理府迎接来访的芬兰总理林内时突然

全身颤抖。这已是她一个月内第三次出现类似情况。这
次，默克尔全身颤抖约一分钟，但程度相比前两次较轻。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现年64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能干著称。自2005年上任
以来，她已在总理的岗位上连续工作了14年。在国际金融危
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变故中，默克尔带领德国乃
至欧洲一路向前，虽有波折，但方寸不乱。

每当危机来临，国内国外的会议、谈判一场接一场，白天
接黑夜，默克尔总能“连轴转”地应对。

她曾戏称自己是“骆驼”，工作再繁重，只要饱饱睡一觉，
就又能满血复活。

西方媒体评价，默克尔堪称欧盟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性。

然而，女强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公开场合
颤抖3次

日本口风强硬
韩国欲寻美国“拉架”？

6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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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
出席新
任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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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仪式
时

77月月1010
日日，，默默
克尔在克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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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来迎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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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总理兰总理
林内时林内时

11日，法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征
收数字服务税的法案，这也意味着
法国将正式开始实施数字服务税这
一全新税种。

而随着该法案的通过，约30多
家互联网巨头将被征收这一税种，
其中美国互联网公司受到的冲击最
大，包括美国四大互联网公司，谷
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都将是征税
目标。法国媒体预计，2019年，该税

种将为法国带来4亿欧元收入，而到
了2020年，将达到6亿5千万欧元。

该税种针对的是全球数字业务
年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和在法
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
的企业，这些企业将被征收3%的数
字服务税。

而就在法案通过前一天，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称，美国将对
法国这一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

查”。法国媒体认为，这是美国针对
数字服务税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打
击。而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在11日
的参议院会议上表示国家之间不能
通过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法国
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利自己决定
税收政策，将来也将这么做。接下来
的7月17日和18日，法国将举行G7财
长会议，美国也会参加，法国希望在
经合组织层面，通过协议而不是威

胁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法。
路透社报道，美方“301调查”最

长持续一年，后续可能导致美方对
法方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
措施。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议欧
盟各国统一对互联网巨头按其营业
额的3%征税，以打击互联网巨头利
用欧盟税法漏洞将利润转移至低税
率国家。法德英等国对此全力支持

并积极游说，但遭到丹麦、芬兰、爱
尔兰、瑞典等国的抵制。这些国家由
于企业税率较低而吸引大量国际互
联网企业向其转移利润。相关议案
在欧盟财长会上被否决。

鉴于难以推动形成欧盟共同立
场，法国转而推动国内立法，并希望
以此为杠杆，推动在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内形成统一的法律文本。

（新华社、国际在线）

法国要征数字服务税 美国发起“301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