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种植牙高峰论坛拉开帷幕 种牙名医荟萃

来德贝种牙充一万送五千 储值不封顶 还能赢轿车
德贝植牙只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种牙就去郑州找德贝 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核心提示｜种牙太贵？太麻烦？没效果？那是您没找对地方！德贝植牙只做种植牙，名医荟萃，当然
更专业，当天种，当场用！德贝植牙联合大河报推出优惠活动，即日起至4月30日来德贝种牙充
6000送3000，充1万送5000，以此类推，且均可参与本月底首轮赢轿车大奖活动，莫失良机！由于
每天种牙手术较多，德贝植牙名医团提醒：为保证您能及时种牙，请提前电话预约。

□记者 李晓敏

中原“即刻种·即刻用”高峰
论坛在德贝植牙正式拉开帷幕，
种牙名医荟萃，现向全省征集全
口/半口缺牙、年龄大、体质差、种
植条件复杂等各种高难、疑难植
牙案例。

作为全国连锁专业植牙机
构，德贝植牙在大力引进人才的
同时，不断引进国际高尖诊疗设
备，借助德贝种植牙临床大数据
库 ，采 用“ 即 刻 种·即 刻 用 ”

“All-on-4/6”微创无痛先进技

术，并且采用3D打印种植导板，
精确植入种植体，不仅免除患者
传统切、钻、缝合等手术带来的痛
苦，而且使用持久，同时当天种当
天就能解决吃饭无痛问题。

70多岁的张老先生是退休老
干部，几年前上颌天然牙基本丧
失咀嚼功能，做过一次种植牙，种
植牙媲美真牙的性能和美观令他
甚为满意。

几年过去了，种植牙牢固耐
用，而张老先生的下颌天然牙却
陆续掉光。老先生决定还选种植
牙。这次，他在郑州考察了好久，
最终选择了河南省权威种植专家
许会锋主任，许主任对于单颗、多

颗、全口、半口缺牙精熟深通。对
张老先生的缺牙情况和骨质条件
进行了全方面分析，鉴于其口腔
骨质条件相对较好，许主任制定
了“即刻种·即刻用”“All-on-6”
种植方案，张老先生仅种6颗牙，
就恢复了半口牙齿功能。

前后两次种牙，张老先生表
示感受很不一样，第一次种牙时
间很长，感觉非常难受，在种牙的
过程中，要切开牙根，创伤大，术

后有痛感，缝线后又等了三个月
左右才拆线、戴牙冠，前前后后将
近半年才用上新牙，当时是缺几
颗种几颗。此次种牙，并没有花
费太多时间，也没有明显痛感，当
天种当天就用上新牙，种牙快，用
牙也快。更重要的是，费用比上
次节省很多，老人不由连连称赞：

“许主任种牙技术好，‘即刻种·即
刻用’种植牙了不起，种牙还得到
德贝植牙这样的专业植牙机构。”

植体再好，不如专为您定制的
个性化方案重要，这样更能适合自
己，在口腔内做手术，稍有不慎极
有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严重后
果。针对每一位顾客，德贝植牙会
通过全方位检查，由经验丰富、河
南省植牙名医设计一套最适合您

的植牙方案，但仅仅拥有好方案依
旧不够，更需要种牙医生娴熟的技
术，植入好角度，由于医生的资质、
资历等不同，不是每一位医生都能
准确把握，更需要像吴豪阳、刘兴
国、时绍忠、ZannarOssi博士、许
会锋等这样的好专家全程把控！

链接 >>
首轮大奖奖项

特等奖 荣威轿车 1辆
一等奖 老年代步车 3辆
二等奖 电压力锅 5个
三等奖 空调被 10床

许会锋 主诊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会会员

吴豪阳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种植科主任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

刘兴国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

ZannarOssi 博士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即刻用”种植牙技术临床导师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植牙博士、认证监考官
国际植牙专家资质认证的全球60位特级专家之一

论坛专家

时绍忠 院长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美国加州大学种植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口腔种植客座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座教授

中原“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高峰论坛全省征集疑难缺牙顾客

“即刻种·即刻用”“All-on-6”就是不一样

种口好牙，好植体、好方案、好专家一个都不能少

李时顺 主诊医师
口腔种植修复医师，“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特邀口腔美容顾问
郑州隐适美、时代天使无托槽隐形矫正的认证医生

观点圆桌

4月5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中小学生校服管理意
见，要求对广东中小学校服管理模式进行改革，鼓励实
现校服“一校一款”，中小学校选用校服时至少需要5家
以上优质校服生产企业进行公开招标，且校服的选用主
要由各校学生和家长来投票决定，拥有80%的决定权。

学生和家长选校服是权利回归

张玉胜：对于校服的面
料选用、款式设计和价格标
准，的确存在视角多元、见
仁见智和众口难调的操作
困难，这或许可以成为校方
越俎代庖、擅自做主的理
由。但采取由学生、家长和
教师三方投票的方式决定，
则可以从中遴选出符合大
多数人心愿的“最大公约
数”。而缺少学生和家长话

语权、监督权的暗箱操作，
势必招致民众对校服是否
货真价实、安全舒适和美观
简洁等的吐槽与质疑。毕
竟学生才是穿校服的主体，
家长才是付费买单的“金
主”。“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
道”，对校服最具话语权的
当为学生和家长，让其选择
校服实则是权利回归。

童书越火热，监管和出版责任就越大
目前的出版界，不仅是童书

出版越来越火热，而且出版社纷
纷“玩跨界”。早前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曾公布一则数据，全国582家
出版社起码有546 家在出少儿类
图书。这已成为出版界一个耐人
寻味的现象。

越是童书出版的黄金时代，
监管和出版的责任越大。建议开
展童书净化工程，确保少儿精神
食粮的安全。文化主管部门要加
强监管，确保童书出版的合法合
规；出版社要有选择性地出版童
书，选择对儿童成长有益的图书，

坚决淘汰低水平重复的、高定价
高折扣的图书品种。家长为儿童
购书首先选择品牌书；其次选择
获奖图书；再者选择优秀出版社
和优秀作者推出的优质图书。

关键词今日评论

4月6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政
府与清华大学签署《省校战略合
作协议》。当天下午，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与清华大学的慕华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清华大学在线
教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学堂
在线”，建设“河南省在线教育课
程（MOOC）平台”，将清华大学、
清华附中、清华附小的优质教育
资源，通过互联网传递到河南广
袤的大地上。

如果要评选时下的热点词
汇，“共享”毫无疑问会占据一席
之地。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共享经济方兴未艾，依托于现代
化的互联网技术，资源共享给公
共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现
在，千千万万河南学生迎来了一
项新的福利——借助在线教育平
台，足不出户就得以共享名校清
华的教育资源。

依托于在线教育课程平台，时

间和空间的隔阂都不再是学习的
障碍，终身学习因此而变得越来越
简 单 和 便 捷 。 正 因 为 如 此 ，
MOOC平台一经推出，立刻在全
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学习的革命。
作为国内高校翘楚，清华大学最早
在国内开展在线课程，因其良好的
社会效果，相继被国内多所大学复
制。基于此，教育部在《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
与管理的意见》中指出，推进在线
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
度创新。如果说此前的 MOOC
平台多为学界探索的话，此番河南
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可谓
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由此不仅意味
着河南学子得以分享优质教育资
源，同时也展现着公共管理对民生
期待的体贴与关怀。

以 MOOC 为代表的新型在
线教育模式，为学习欲望强烈的
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

帮助，在大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开放共享的过程中，政府的态度
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
面，政府层面的支持可以推动教
育机构继续开拓创新；另一方面，
政府的参与可以扫除课程评价、
学分认定等后顾之忧。以“合作”
而不是“管理”的姿态参与其中，
足见河南省政府对这种新型教育
模式的认可和尊重，继探索实施
高校课堂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
和学分互认之后，河南再次走在
全国前列。

时至今日，MOOC已不仅仅
是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由此还
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教育模式的思
考。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每一
个人的生活，相比起MOOC平台
在河南的推广，公共管理中的开
放思维与包容胸怀无疑更令人充
满期待。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在线教育引领“学习的革命”

在线教育

以MOOC为代表的新型在线教育模式，为学习欲望强烈的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会与帮助，相比起MOOC平台在河南的推广，公共管理中的开放思维与包容
胸怀无疑更令人充满期待。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Ⅰ·04版）

免费赠品有质量问题能否找商家赔偿？近日，家住
重庆市万州区的张先生就和商场较上了真儿，最终，经
过万州区消委会的调解，商家向张先生给予了赔偿。消
委会认为，赠品不合格消费者有权索赔。

“免费赠品”应和正常商品一视同仁

胡建兵：“免费赠品”必
须跟正常出售的商品一视
同仁。因为，顾客购买商品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到有

“赠品”才购买的，商家名义
上虽说是免费赠送的，实际
上赠品的成本已分摊到顾
客购买商品的总价格中。
也就是说“赠品”已成了顾
客购买的商品的一部分，两
者已不可分离。再说，商家
虽然在店堂等处贴出了“赠

送商品概不退换”“赠送商
品不三包”等告示，但这种
告示属于单方面的霸王条
款，不受法律保护，也不会
得到顾客的认可和确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否
则，其内容无效。

□冀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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