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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颗指定种植体免费送！中德种植力量在成都首次举行“欧洲种植牙技术月”

蓉城缺牙老人惊叹：
“AI+即刻用”种植牙技术与传统种植技术相比，差距如此大！

恰逢“即刻用”种植牙技术临床应用16
周年，为感恩成都市民对智能牙科的信赖，
向广大市民展示前沿的口腔种植牙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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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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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定为“欧洲种植牙技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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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种植牙活动仅开放了92个学术专项
资金援助免费种植体名额，即日起拨打
本报热线028-69982575进行登记参与。

拨 打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享“优惠政策”绿色通道：

1、缺牙三免：免专家挂
号 费 、免 拍 片 费 、免 口 腔 检
查费；

2、免费种牙：92个学术专

项资金援助免费种植体名额，多颗
牙缺失市民可申请“种1颗送1颗”；

3、旅游奖项：种牙送三亚暖冬
双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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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气凉爽舒适，会亲访友都多
了起来。但是，缺牙问题给原本幸福的
退休生活处处“添堵”。因为缺牙，不少
老人心心念念的成都火锅无福消受，
有韧劲、有嚼劲的美食都不能吃……

缺牙不仅影响了进食和容貌，还会
影响全身健康。“智能牙科”蔡明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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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万蓉城市民选择“即
刻用”种植牙的原因

智能口腔来到蓉城后，“即刻用”

种植牙成为成都中老年人的新潮流，
陈奶奶便是其中一位。缺牙多年的她
牙槽骨萎缩严重，还有严重的牙周炎，
虽然迫切希望种牙，但是一般的口腔
机构不接收，而“AI+即刻用”的出现
正好解决了高难缺牙者的种植难题。
只花了不到一小时，陈奶奶就完成了
全口牙种植，术后她不停感谢医护人
员，对效果十分满意。

陈奶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选择“即刻用”种植牙后，爱“耍”的
成都市民这样说：“晚一些冬天出去
避寒，当地的美食终于可以吃得尽
兴了。”而爱美的嬢嬢自然是惦记着
可以美美地拍照了：“有牙好看，拍
照显年轻。”

“即刻用”种植牙技术与传
统种植牙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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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上老年大学的，
全得耽误了。

而“即刻用”种植牙具有“微创微
痛、舒适快速、即拔即种即用”的特性，
也就是说，牙槽骨条件良好者，当天下
午种牙，当天晚上回家就能吃饭了。这
都是有赖于“即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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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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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种植牙技术月火爆开启
92颗指定种植体免费送！
免费送！

点赞“蓉城之秋”：
是成都的文化品牌

此次成都之行，对于金承志而
言是“痛并快乐着”。因为来成都，他
最大的梦想就是“吃吃吃”。可是由
于最近身体出现了问题，所以他这
次来成都只能待在酒店吃素菜。“只
有让我的团员们去吃吃吃，担任美
食检察员。”

在金承志看来，成都不仅气候
适宜，人也和蔼可亲。“能够感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成都人民太
热情了，如果在上海你出门都是车
水马龙，让你压力很大。在成都就很
安心，这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就是这
种安心的气质让人愿意留在这里”。

这次参加“蓉城之秋”，是彩虹
室内合唱团首次在成都的音乐厅举
行演出。

“成都已经从非常具有发展潜
力的城市，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城
市。在文化配套上，就应该有很好的
品牌。每个城市都应该拥有自己的
文化品牌，‘蓉城之秋’正好就是属
于成都的品牌。”金承志感慨道，“这
么多音乐团体、艺术团体来到成都，
这其实也是给到成都市民一笔很大
的‘福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能够享受艺术所带来的刺激。我觉
得成都人民很幸福”。

金承志和他的彩虹室内合唱
团所带来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
观 众 走 进 音 乐 厅 ，欣 赏 交 响 乐 。

“以交响乐为例，一个艺术门类在
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很
多人愿意去看，证明这座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因为
大家有闲情雅致，去培养自己的
兴趣爱好，也更愿意在文化上进
行消费。”金承志坦言。

团员来自五湖四海
如今已有近70人

“我们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五湖
四海，四面八方。”作为社团性质的

合唱团由此以“彩虹”命名。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
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
织成立，成员仅4人，如今已壮大到
近70人。歌剧演员、医学翻译、数据
分析师、科学家、工科学生等，除金
承志这个指挥外其他成员都有自己
的本职工作。

合唱团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去
一个城市开巡演，会不会比较难聚
集？“以前因为演出没有那么多，比
较难。现在好多了，虽然大家都有本
职工作，但是团员们都会邀请自己
的领导来看演出，加上我们基本上
是在工作之余排练、演出，所以还
好。”只不过让金承志头痛的是，大
家凑在一起太闹了，感觉像是带着
一群高中生春游。

“每天都在吵，说不完的话。刚
开始还有些腼腆，后来大家过分开
朗，带来的坏处就是太吵了。”虽然
如此，金承志更多的是享受，因为彼
此的吵闹会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火
花。“如果大家一成不变，就失去了
做音乐的乐趣”。

家人成了粉丝
“爷爷听过我的《春节自救指南》”

金承志前段时间创作的温州话
歌曲《阿妹》，让很多人觉得温暖又
治愈。在彩虹室内合唱团官方微博
发布的《阿妹》现场版视频点击量已
突破百万人次，点赞近万。其实不止

《阿妹》，之前的《白马村游记》等作
品，都是用温州话创作的。“温州话
一直在我的创作框架里，毕竟我是
温州人，那些作品有年代感，脑海中
浮现出父母辈的感情表达，就用歌
曲来展示。”

“其实，我们合唱团有很多维度
的作品，有欢乐向的，也有比较悲伤
的，也有一些讲述各自心事的。这首

《阿妹》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作
品，之前我还独唱过。创作灵感很难
讲，有一天下午，我坐在钢琴前突然
就想起说，是不是可以写一首温州话

的歌，所以就这么写了。”金承志说。
金承志还表示，“只要是能拓展

我们音乐宽度的活动，都愿意去尝
试。毕竟，我们是喜欢多样化的音
乐。”方言的魅力，特别吸引金承志。

“中文是最神奇的语言，有语音语
调。其实很多方言演唱，都是音乐配
合语言走，特别有意思的”。

当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亲情故乡
的歌曲，家人也成了金承志的粉丝。

“我爷爷听过我的《春节自救指南》”，
父母则是金承志的忠实听众。“他们
每场都要来听，听多了，就开始要点
评我的作品。比如你今天这个混音不
行，你们还可以唱得更好”。

不会职业化
“周末唱一唱是可以的”

巡演几乎每场必爆，演出费也
飞速上涨，不成名后的彩虹室内合
唱团，会从“业余”迈向“职业”吗？对
此，金承志斩钉截铁地答道，“不可
能，因为养不起大家。说实话，我们
的团员都有专职的工作，很多人在
本行业都还是佼佼者，收入比我高
得多。所以大家总说，周末唱一唱是
可以的，但不可以放弃本职工作”。

更重要的是，金承志担心职业
化之后，合唱团会“变味”。“我想音
乐对他们来说，就是对工作、生活上
的不愉快的一种发泄。如果我们职
业化，会失去音乐本来的味道和快
乐。会很累，也会慢慢失去活力”。

对于彩虹室内合唱团被大家津
津乐道的“网感”，金承志也有自己
的见解。“来源于生活，要有感而发，
相信所表达的内容，才能感动别人。
我的团员是第一批听众，如果作品
感动不了他们，就不演。就像吃饭做
菜一样，如果天天都吃火锅，肯定大
家会厌倦，不能单调。”至于合唱团
商演赚得的资金，金承志透露主要
用于带着社团成员去获得更多的艺
术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
伟 图据主办方

作品《孤行者》——
坎坷却坚毅的绘画路

作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从小，张春雨就对绘画有着浓厚的
兴趣，29 岁时遭遇的那场车祸，导
致她在病床上躺了 6 年，也让她感
觉到自己内心对绘画的渴望。“那时
还不能下床行走，只有看书。”张春
雨回忆，在丈夫夏俊康的鼓励和自
己的坚持下，她的身体渐渐好转，也
能下床慢慢行走。

本着对绘画的热爱，张春雨在
重返岗位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作
画。她说，一开始，水彩画是自己通
过看书和观察大自然学会的。

张春雨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除了它本身色彩层次丰富
外，喜爱水彩也因为它难以驾驭。为
了绘画，张春雨强忍身体上的痛苦，
在站着绘画的同时，还要不时前进、
后退，以此来活动筋骨，“画一天下
来比干一天重体力活都累。”她没有
接受过正规的绘画学习，只在四川
美术学院进修过一年，但她凭着一
腔热爱，行走在求艺的路上。

张春雨59岁开始研习彩墨画，
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她所
作的彩墨画以水彩为主，采用了宣
纸、毛笔、国画颜料等元素，同时加
入了西画的水彩、水粉等颜料，以增
强画面的色彩感和立体感，既有水
彩画的“透、亮、润”，又有国画的意
境和韵味。

后来，张春雨将自己的坎坷之路
灌注到作品《孤行者》中，她就像画中
那匹马一样，永远坚毅，充满梦想。

作品《朝圣者》——
画出了她的信仰

2011年，张春雨失去了两位至
亲——慈祥的母亲和可爱的女儿，
这让她悲痛欲绝。她说：“只有在绘
画时，我‘钻’进去了之后，才能释放
情绪。”丈夫夏俊康回忆道，当时自

己要上班，张春雨在家做饭，绘画让
她忘记早已烧干的锅，家里浓烟四
起也没有察觉，还是邻居敲门才避
免了一场大火。“她痴迷绘画，容易
钻进去，家里的锅都烧坏了几个，后
来我就不让她在绘画时做饭了。”

张春雨说，自己会因为一段文
字或一副摄影作品而激动，产生灵
感，脑子里像播放电影一样将思绪
飞向很多自己曾经感受过的大自
然。“我曾拄着拐杖去过西藏、新疆、
云南等地，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
和对大自然的敬畏。这也是我的一
种信仰。”

张春雨的作品《朝圣者》也画出
了她的信仰，她在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上写道：重新拾起笔，不断尝试后
终于创作出了春雨彩墨画。遇到朝
圣者虔诚的瞬间，让我听见了自己
的内心声音，那个年轻而充满力量
的声音。

作品《阳光穿过森林》——
每一笔都是我心中的阳光

“之前我开过画展，若不是我舍
不得，可能只能保留下来几幅作
品。”张春雨在谈到卖画的时候，说
得最多的就是“舍不得”三个字，每
幅画对她来说都是孤品，即便是自
己也难以临摹出那幅作品的感觉。

面对别人的欣赏，张春雨感到
很欣慰，但面对卖画，这个坚强的女
人却流下了流泪，“我把每幅画当成
自己的孩子，所以舍不得卖。”

目前，张春雨在丈夫的支持下，
出了一本作品集《春雨彩墨画》，里
面记录了她所有的画作和绘画当下
的心境。作品集封面是她的得意之
作《阳光穿过森林》，“我喜欢这幅
画，阳光是重点，每一笔都是我心中
的阳光。”张春雨说，自己的一生坎
坎坷坷，尝尽了人间烟火，却依然热
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
宏伟 曾琦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今年夏天，一部制作和内容都不
算顶级的《陈情令》以黑马之势异军
突起，不仅收获了8分的豆瓣评分，
更直接将两位主演王一博、肖战推上
了流量小生的位置。《陈情令》后，肖
战的电影《诛仙》正在上映，和杨紫合
作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也将开
拍。王一博的新剧也已经确定和产后
复出的赵丽颖合作《有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中秋节期间，王一博和赵丽颖已经先
后来到成都，为新剧《有翡》做准备。据
知情人士透露，该剧预计本月在成都
启动，接下来还会在川西多地拍摄。

据悉，该剧导演为中国香港著名
导演吴锦源，他曾和赵丽颖合作过《楚
乔传》，其作品有《仙剑奇侠传》《寂寞
空庭春欲晚》《美人心计》《步步惊心》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2》《寻秦记》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99月月1414日日、、1515日日，，作为作为
第第2525届届““蓉城之秋蓉城之秋””成都成都
国际音乐季的重磅音乐国际音乐季的重磅音乐
会会，“《，“《我有一个装满星星我有一个装满星星
的口袋的口袋》》金承志与上海彩金承志与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在在
ICONICON云端云端··天府音乐厅连天府音乐厅连
演两场演两场。“。“实在抱歉实在抱歉，，的确的确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想到成都这没想到成都这
么厉害么厉害，（，（门票门票））一秒就没一秒就没
有了有了。”。”金承志笑着告诉成金承志笑着告诉成
都商报都商报--红星新红星新闻记者闻记者。。

3322岁的金承志在大岁的金承志在大
学 时 期 和 一 群 挚 友 于学 时 期 和 一 群 挚 友 于
20102010年成立了上海彩虹年成立了上海彩虹
室内合唱团室内合唱团，，他担任团长他担任团长
兼指挥兼指挥。。如今如今，，彩虹室内合彩虹室内合
唱团已拥有大量的粉丝唱团已拥有大量的粉丝。。
巡演每到一座城市巡演每到一座城市，，都是都是
爆满爆满。。在接受成都商报在接受成都商报--红红
星新闻记者专访时星新闻记者专访时，，金承金承
志坦言虽然现在演出非常志坦言虽然现在演出非常
好好，，但他不会把合唱团但他不会把合唱团““职职
业化业化”。“”。“如果职业化如果职业化，，味道味道
会变会变。。我们大家是用自己我们大家是用自己
的业余时间做兴趣爱好的业余时间做兴趣爱好，，
所以特别美好所以特别美好。。但是如果但是如果
你每天都这样会很累你每天都这样会很累”。”。

“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连唱两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合唱团团长：

拒绝职业化拒绝职业化
彩虹室内合唱团还要继续“玩”下去

车祸致病卧床6年，她将所有心力投入了绘画

画家张春雨：
每一笔都是我心中的阳光

初见张春雨，她穿一身淡
蓝色的衬衣，扎简单的马尾，虽
已63岁，但仍给人一种清新明
媚的感觉。当她侧过脸，便会看
到她左脸那一块缝了一百来
针，显得有些发皱的皮肤，“这
是1985年的一场车祸导致的。”

近日，张春雨接受了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的专访，她告
诉记者，那年她29岁，一场车祸
导致她重度脑震荡、重度外创，
盆骨骨折、左髋关节粉碎性骨折
等，也让她在床上躺了6年。

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张春
雨，将所有心力投入到绘画中，
突破了传统国画，创新了彩墨
画。目前，张春雨出了一本作品
集《春雨彩墨画》，封面是她的
得意之作《阳光穿过森林》，“我
喜欢这幅画，阳光是重点，每一
笔都是我心中的阳光。”

低调入川
赵丽颖王一博新剧要在四川多地拍摄

金承志和彩虹室内合唱团

金承志

张春雨和她的作品集《春雨彩墨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