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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折种植牙优惠力度大，但时间、
数量都有限，另外专家提醒，缺牙不仅
会使咀嚼功能受限，令身体无法摄入足
够的营养，更会损伤肠胃！因此本报提
醒您，牙齿缺失一定要尽早种植！拨打
电话提前预约，不仅能享受种牙0利率
分期付，且还有以下优惠：

1.德国 ICX、登腾、登特斯种植牙
5.1折，只有51颗，仅限51小时；

2.免费设计种牙方案及口腔检查！

唯美独创细分种植牙标准 牙槽骨条件差也能找到最适合的种植方法

科学种牙更放心 5.1折限时51小时
只有51颗，限时限量，牙缺失市民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牙槽骨条件差，
想种牙种不了？怕疼不敢种牙？
唯美口腔在上万例种植牙病例基
础上，归类、总结，并跟进患者牙
齿缺失情况及骨质条件，独创细
分种植牙标准，种植牙分得越细，
专业化程度越高，使用更长久！
五一将至，本报联合唯美推出51
颗种植牙5.1折，仅限51小时（5
月1日~5月7日11点30分），限
时限量，过期不延，快拨打电话
0371-65795698抢约！

“去好几家医院检查过，都说我牙槽骨
太薄，种不了牙！”75岁的陈老不久前还这
样说，最近却在唯美口腔轻轻松松种了牙，
现在已能痛快地嚼东西、啃骨头。唯美是
咋解决他的种牙难题的？专家解释说：“这

是由于唯美口腔在上万例病例库的基础上
归类、总结、根据患者缺牙情况独创细分种
植牙标准，有骨增量种植牙、即刻种植牙、
美学种植牙等，种植牙分得更细，方法更科
学，种牙不再难，且能保证长久使用。”

在种植牙日益普及的今天，有不少老
人由于牙槽骨条件不好、怕疼等问题无法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种植方法。唯美独创的
细分种植牙标准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属于种植牙领域的新成果，不仅将种植牙

分得更细，专业化程度更高，还能保证使用
更长久，因此唯美种植牙持续火爆。为帮
助更多老人解决缺牙问题，本报联合唯美
口腔推出51颗种植牙5.1折活动，限时51
小时，到时即止！有需要的读者从速预约。

种牙0首付分期付
尽早种牙口福一生

75岁老人难种牙 找准科学方法轻松种

唯美独创细分标准 5.1折种植牙限时限量

□记者 李彬

□记者 丁倩 程昭华

“如果说他的焊接技术在公
司第二，那么没人敢说第一。”

在能人、能手云集的世界单
厂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
进的大中型客车生产基地宇通
公司，只要有人遇到焊接难题，
第一时间就会想起他——牛东
昌。近日，记者走进了“牛人”牛
东昌的焊接世界。

从焊装车间到涂装车间，再
到承装车间……牛东昌师傅一
直忙个不停，而这一坚持就是19
年。1998年，年仅20岁的他从
学校毕业分配到企业，由一名普

通焊接工一点一滴学起，如今，
他已成为宇通客车实训中心实
训讲师、省级“牛东昌技能大师
工作室（焊工）”项目建设领办
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
高级技师。并荣获第六届“河南
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入选“河
南省高技能人才”。

那 么 牛 东 昌 到 底 有 多
“牛”？“牛师傅的薄板焊接技术，
不仅在国内，就算国外的师傅也
未必是其对手。”牛东昌的徒弟
冯文杰提到自己师傅，满脸的自
豪感。

牛东昌在生产中累计解决
现场瓶颈问题、质量难点200余

条。为了提升效率，他创造性地
采用反变形法、刚性固定法等，
实现了客车车身骨架质的转变，
通过结构分析，将团体板分层分
块，线下组焊，使走线节拍从120
分钟降低至50分钟。此外，牛
东昌牵头研发的《一种管件内壁
焊渣清理装置》获得国家专利。

目前已经成为企业骨干的牛
东昌，除完成日常工作外，他还积
极参与员工培训和对外技术交流
活动，他兼任焊装二车间培训基
地负责人，累计培训焊工学员近
千人，并接受公司委派前往马来
西亚、缅甸、古巴等国家，进行生
产线骨架组焊、现场指导。

□记者 于扬 通讯员 胡洪涛

本报鹿邑讯“李师傅吗？
马上就五一国际劳动节了，请
你通知咱们街道附近的其他24
位环卫工人来店里吃饭，提前
过五一。”4月26日，鹿邑县一家
爱心餐馆的老板闫振举给环卫
工人李自民打电话通知说。

午饭时间到了，环卫工人
整整坐满了两大桌，服务员们
端上香喷喷的饭菜，环卫工人
们乐呵呵地露出笑容，竖起大

拇指夸赞老闫，整个餐厅里欢
声笑语、热闹非凡。“相比于

‘城市美容师’的美名，环卫工
人更多需要的是社会关爱，他
们的辛苦换来我们的舒适、干
净，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关爱环
卫工人，我这算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请他们吃顿饭，不值一
提。”闫振举说。

“今天闫老板请俺们吃大
餐，大家伙都可高兴，我们一定
加劲干活，把街道扫得更干净！”
环卫工张民精神抖擞地说。

□记者 王惟一

在许多人心中，艺术似乎总
是阳春白雪、高高在上，而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赵国安对艺术有着自己朴素
的理解：“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劳
动，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
合。不付出踏实的劳动，就创作
不出好的作品。”

1976年，23岁的中学教师
赵国安被调到当时的密县第一
工艺厂工作。那时厂里请来了
北京玉器厂的几位老艺人，刚入
行的赵国安就跟着他们学习玉
雕的设计和制作。赵国安每日
苦练基本功，进步飞快，没过多

久便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
作品。

40多年过去了，赵国安已是
中原玉雕行业的领军者，获得了
许多荣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中原珠宝行
业十大领军人物……今年3月，
他又被河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
授予“中原大工匠”称号。

赵国安把南北派系玉雕风
格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对密玉俏色的运用更
是到了绝处，根据玉料的天然色
彩进行巧妙的构思，留其精华去
其糟粕，化腐朽为神奇。作品先
后有2件获国家级特别金奖，26
件获金奖，32件获银奖，代表作

《吉祥如意洗》被教育部九年义
务教育美术教科书八年级下册
收录。

作为“中原大工匠”，赵国安
对工匠精神的理解是“精益求
精，执着追求，并把技艺传承下
去”。说起传承，赵国安早在40
年前就开始带徒弟，先后带徒
600余人，培养中华玉雕艺术大
师、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玉石雕
刻大师80多名，有3人获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我希望能带领
新密玉雕大军，把密玉产业做大
做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制作出有时代精神的玉雕
艺术品，让河南密玉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赵国安说。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王慧星

本报讯 4月 21日，大河客
户端以《洛阳7岁女童落水，周口
男子跳水施救，老婆称其只会狗
刨》为题，报道了周口太康男子
任红伟在洛阳西霞院水库游玩
时，勇救落水女童一事。大河
报记者昨日获悉，任红伟获得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第188期
的三等奖，奖金为1000元。任

红伟说，他将把这笔钱转捐给困
难群众。

4月15日下午，洛阳7岁女
童小梁，在洛阳小浪底西霞院水
库边玩耍时，不慎掉入水库中。
危急时刻，正在此地游玩的80
后男子任红伟不顾危险，纵身跳
入数米深的水库中，在他人的帮
助下，将女孩从水库中成功救
出。大河客户端对此报道后，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据介绍，“天天正能量”是大
河报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及全国
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大
型公益平台，旨在唤醒和传播社
会正能量，弘扬人性真善美。截
至目前，该活动已发起正能量每
周评奖188期、正能量特别奖励
500 多次，发起各类公益活动
300多次，总计投入公益金3100
多万元，直接奖励人数3500多
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提前过五一
环卫工享“免费午餐”

牛东昌：19年坚持，练就焊接“牛人”

赵国安：40年带徒,培养玉雕传人

《洛阳7岁女童落水，周口男子跳水施救，老婆称其只会狗刨》后续

任红伟获“天天正能量”千元奖
他表示将转捐给困难群众

劳动者风采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付加才

本报讯 昨日，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被告人石二群、余
全收、石新春、李付利、陈德
成、陈伟、孙根柱、李得新抢
劫，被告人李红伟非法买卖枪
支，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
起的附带民事赔偿一案。郑
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
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各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1998 年 9 月 12 日至
2004年 3月 30日，被告人石
二群先后分别伙同石新春、陈
伟、孙根柱、李得新、陈德成、
余全收、李付利经预谋，携带
自制火药枪、铁锤等作案工
具，在郑州市管城区郑汴路与
未来路交叉口的郑州市城市
合作银行管城支行、驻马店市
西园城市信用社前进路储蓄
所、郑州市管城区航海路郑州
合作银行中药城分理处、周口
市七一路邮政储蓄所、信阳市
浉河区信阳市城市信用社等
地抢劫运钞车、储蓄所及取款
人，共抢劫现金 2277341.26
元。在抢劫过程中，致2人重
伤，4人轻微伤。其中，1999

年12月5日，被告人石二群伙
同余全收、石新春、李付利、陈
德成携带自制火药枪、铁锤在
郑州市管城区航海路郑州合
作银行中药城分理处抢劫营
业款2088324.26元，并开枪致
一人重伤，一人轻微伤。

1998年初，被告人石二群
伙同石新春、陈伟经李红伟介
绍，到许昌市八一路文峰路转
盘附近从他人处分两次购得
自制火药枪四支，后石二群等
人利用枪支实施上述五起抢
劫案件。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石
二群、余全收、石新春、李付利
多次持枪抢劫，并抢劫金融机
构，数额巨大，致人重伤；被告
人陈德成持枪抢劫金融机构，
数额巨大，致人重伤；被告人
陈伟、孙根柱、李得新持枪抢
劫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上述
八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抢劫
罪。被告人李红伟非法买卖
枪支四支，并造成严重后果，
其行为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

庭审中，控辩双方出示了
相关证据，并进行了质证、辩
论，各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

媒体记者和各界群众7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持枪抢劫227万余元
石二群等昨在郑州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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