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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种植牙名医堂

专家提醒

□记者 李晓敏

“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
给母亲种好牙，
儿女是幸福的

【本期受邀专家】

吴豪阳 教授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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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郑州打拼多年的
刘飞（化名）深有感触，没有母亲的含辛茹苦和谆
谆教导，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可每当看到老母
亲，他的心情就格外沉重。

母亲今年75岁，头发花白牙齿全缺。母亲
不去装牙，刘飞无奈下给她配了假牙。可只戴2
个月，老人就死活不再戴了，说是吃个馒头都硌
得老牙花子疼。看着母亲只能喝稀粥，脸颊日渐
凹陷，说话也含糊不清，刘飞两口既心焦又不安。

无奈下只好求助“大河种植牙名医堂”，约好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郑州大学口腔医学
院、河南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专家、主任医师吴
豪阳教授。

经仔细检查，老太太因缺牙后没有及时种
植，长期骨量流失导致上下牙槽骨吸收很快，增
加了手术风险。她的上颌窦膜非常脆，在手术过
程中必须谨小慎微，避免造成窦膜破损。上颌窦
底植骨必须用自体骨和人工骨混合，且需要植骨
的量很大。进行下颌手术时，必须巧妙避开下颌
神经管。不仅如此，因本身对手术存在一定的恐
惧，加上对利用自体骨有较大疑虑以及对疼痛非
常敏感，老太太要求在种植时必须做到全程无
痛，这意味着该项手术技术难度系数非常高。

面对这样高难度植牙案例，经验丰富的吴豪
阳教授并不感到棘手，在此之前，他就多次亲诊
过类似案例。吴教授综合考量多方因素，为老太
太制订全套“即刻种·即刻用”种植方案，“即刻
种·即刻用”种植技术全程微创、无痛，当天种牙，
当天戴牙冠。不仅大大节约种植时间，还为刘飞
夫妇省去一笔不小的费用。目前手术已成功完
成，种植后的老太太在院里逢人便说：“还是种上
牙好，跟自己的真牙一样好用，我还能多活二十
年。”至此，刘飞夫妇的一块心病才算去除。

吴教授告诉记者，在我国，缺牙的中老
年人有很多，平时所面对的患者，大多都是
拖到严重影响生活才来种牙，甚至有一些
患者缺牙拖了十几年才来种，一经检查就
会发现牙槽骨如同鸡蛋壳般薄，本来一个
简单的种植手术就能修复，由于长期拖延
不治，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种植技术才能
完成，不但受的苦多，花费也更大。

缺牙难，缺牙找专家难、缺牙找知名专
家难上加难，为了帮助您先了解自己的口
腔状况，我们联系了省内外一些知名种植
牙专家，如果您有需要，不妨通过电话
0371-65795602进行预约。

病例故事分享

时绍忠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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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里有没有珍藏的
老酒？您想知道老酒价值
多少钱吗？由著名老酒收
藏家尹老师发起的老酒征
集收购活动来郑州了！尹
老师是商丘陈年老酒收藏
馆馆主、中国酒业协会名
酒收藏委员会价格评估委
员，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
茶艺收藏委员会老酒鉴定
专家。如果您储存的老酒
拿不准真假或不知道价

值，那就请参与这次活动，
鉴酒活动以收藏为载体，
文化传播为切入点，在郑
州筹备一个以老酒为主题
的收藏馆为最终目的，持
重金收购1953年～2012
年的茅台及2000年以前
的中国名优老酒。活动现
场尹老师持巨资现金收购
老酒，双方达成意愿可当
场交易（量大可提前预约
上门鉴定）。

您家的老酒可以换钱了

活动地点：玉泰酒店11楼（原豫烟大厦）
经三路与红专路路口东南角
21、2、80、98、158、B15、B18、209、292、Y810路可到

活动时间：4月18日至27日
上午8点-晚7点 中午不休息

电 话: 18601955558 赵先生
15537031969 尹先生

世界读书日，不只与国民有关

□王石川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
近公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中，一组数据耐人
寻味：超四成的成年国民认
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近
七成的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
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

4月23日就是一年一度
的世界读书日。阅读，可遇
到更美好的自己。如果自己
没有阅读兴趣，国家再倡导
也无济于事。何况当今阅读
条件越来越好，一个人只要
想读点书实在容易。但是，
政府在全民阅读中不能作壁
上观，正如数据显示的，近七
成的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关
部门举办阅读活动，这不是
无病呻吟，更不是无理取闹，
而是道出了一句真心话，即
全民阅读确与政府有关。

从4月1日起，国务院法
制办就《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有这样的条款：“本条例所称
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是指由
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推
动优秀出版物创作出版、完
善阅读设施、改善阅读条件、
组织开展阅读活动、营造良
好阅读氛围等工作。”这段话
传递的信号显示，在全民阅
读中，政府绝不只是参与，而
是占主导地位。换言之，无
论完善阅读设施、改善阅读

条件还是推动优秀出版物创
作出版，政府部门都要承担
主导责任。

有个细节不能不提。两
年前，在全国两会闭幕后的
总理答中外记者会上，有记
者提问：“为什么连续两年把

‘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李克强总理的回答是：

“人们不仅在追求物质财富
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
的精神生活。”正如总理结合
其个人经历所说，用闲暇时
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
拥有一种财富，可以说终身
受益。“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
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
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
德力量。”当国民的口袋鼓起
来了，脑袋也需要鼓起来，推
进全民阅读无疑是最有效的
捷径。

让国民的物质生活更殷
实，也让国民的精神生活更
丰富，需要全社会一起努
力。如今，不少城市正自觉
推进全民阅读，比如设置读
书月。不难推断，一座把阅
读当成己任的城市管理者，
绝不是肤浅的管理者；一座
把读书当成市民权利和福利
的城市，一定是书香扑鼻、文
质彬彬的城市。当政府在全
民阅读上越来越用心，必能
实现多赢，全社会都会越来
越有气质。

关键词 共享单车今日评论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4月20日，郑州公交总
公司推出共享单车管理平台

“单车之家”，将为解决目前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提出解决
方案。据介绍，单车平台需
要用户实名认证，可以绑定
支付宝、微信、绿城通。此
外，通过下载绿城单车APP，
能查找附近集中停车区，就
近借还车。另外，还能提供
寻车、还车路线导航。

共享单车不仅帮助很
多市民解决了“最后一公
里”出行的问题，更以其便
捷、环保等优势，直接改变
了很多人的出行方式，因此
备受青睐。不久前，ofo 小
黄车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发布《2017年第一季
度 中 国 主 要 城 市 骑 行 报
告》，报告显示，我国 20 座
城 市 第 一 季 度 累 计 骑 行
5.93亿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4794 圈；日均累计骑行距
离为 659 万公里，相当于地
球赤道的164倍。

随着共享单车投放数
量不断增多，在给公众出行

带来便利的同时，其粗放式
管理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除了时常遭受恶意破坏之
外，共享单车面临的另一个
管理难题是，因为共享单车
停放秩序混乱，所以造成资
源分配的“冷热不均”。共
享单车之所以方便，最大的
特点就是没有设定具体归
还地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锁车离开。不过，这种放任
自流式管理不仅给公共出
行带来便利，同时也制造了
麻烦——公交车站、地铁站
等人流密集区单车停放爆
满，甚至干扰行人车辆正常
通行；同样是人流密集区，
火车站等严管地带却很难
觅到共享单车。

就全国范围而言，共享
单车管理都是一个亟待破
解的城市管理难题，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共享单
车能否一路走好的关键所
在。基于此，郑州探索建立

“单车之家”无疑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建立“单车之
家”不仅意味着共享单车有
了集中停放地，同时也意味
着不同的共享单车可以“共

享”这份便利。共享单车方
兴未艾，参与其中的企业不
断增多，不同的企业往往设
置不同的“游戏规则”，对于
用户来说，想要使用某种品
牌的共享单车，首先就要交
付一定押金，同时还要下载
相应的APP，多少都会有些
麻烦。相比之下，共享单车
统一入驻“单车之家”后，用
户只需交付一次押金，下载
统一的绿城单车APP，就可
以尽情享受共享乐趣，操作
起来无疑更加简便易行。

统一管理的另一个好
处是，通过集中统一的有效
管理，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
使用效率，而且可以引导培
养公众提高共享理念。共
享单车之所以陷入“公地悲
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使 用 者 自 身 行 为 缺 少 制
约。实施统一管理之后，意
味着共享单车有了“靠山”，
使用者必然要为自身不良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既
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维护，
也不失为对公共意识的一
种监督和培养。有市民表
示，定点归还共享单车之

后，是不是要跑很多冤枉
路？这种担忧不无现实意
义，但也并非无法破解——

“单车之家”要想真正发挥
威力，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数
量足够多。只要“单车之
家”数量足够多，就可以在
规范管理的同时，兼顾市民
的出行需求。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资源的科学调配、
统一管理，不仅可以确保人
流密集区的使用秩序，而且
可以实现人流相对稀少的
地区也能有车可用，对于公
共出行来说，这无疑是一件
好事。

当然，要想扩大“单车
之家”的覆盖范围，仅凭企
业努力远远不够，相关政府
部门也有必要为此提供服
务和便利。共享单车的发
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与此
同时，政府部门更应该积极
作为，一方面通过参与共治
拓宽共享单车的使用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共管与
企业实现互利共赢。政府、
企业和民众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共享经济才能在健康
运行中不断发展壮大。

有效管理方能尽情共享

共享单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更应该积极作为，一方面通过参与
共治拓宽共享单车的使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共管与企业实现互利共赢。政府、企业和民
众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享经济才能在健康运行中不断发展壮大。（详见今日本报AⅠ·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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