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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凝爱聚义，致力教育公益
大河又发力，
“爱的交响”第十次活动联合企业为山村小学送爱心
□记者 牛洁 郭启朝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 | 新书包、新电脑、新图书……昨日，大河报“爱的交响”公益助学活动联合兴业银行郑
州分行、郑州联大教育集团来到南阳市内乡县赤眉镇王庄小学，为学校捐赠了价值 15 万元的财物。其
中，校园建设资金 10 万元，笔记本电脑、被子、书包等价值 5 万元。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出席活动。
大河奔流，凝爱聚义。事实上，此次已是大河报“爱的交响”的第十次活动，而且，这一品牌活动只
是大河报致力教育公益的一个缩影。

现场 | 领文具、踢足球，
山里娃乐开花
设有幼儿园、
一至三年级，
各一
个班，学生 50 人，教师 5 人，没有专
门的音体美教师……王庄小学地处
偏僻，
是一所典型的山村小学。
学习用品发放环节，五颜六色
的书包中，9 岁的甜甜一下子相中
了红色，拿到手里后，她紧紧抱在
怀里，笑得腼腆。旁边，妈妈王青
敏则有些心酸，
“ 这是她第二个新
书包，第一个还是上幼儿园时学校
给发的”。
王青敏告诉记者，丈夫身体不
好，她需要在家照看，一家人只有
甜甜的哥哥打工赚钱。甜甜的第
一个书包是今年暑假时破的，不能
再用了，一个手提袋便成了她的临
时书包。
“ 她说过好几次想要一个
新书包，一直没买。”王青敏说，一
方面想着能省就省，最重要的是，
家里活儿太多，还有个病人，她很
少有时间去“街上”。说着，王青敏
掉下了眼泪。

责任 | 致力教育公益，大河一直在行动
事实上，
“爱的交响”只
是大河报致力教育公益的
冰山一角。自 1995 年创刊
以来，大河报围绕教育做了
诸多公益活动，如春蕾助学
行动、爱心接力行动、贫困
学 子 圆 梦 行 动 等 。 2011
年，大河报启动大河爱心助
学 行 动 ，旨 在 牵 手 爱 心 企
业，对优秀的贫困大学新生
提供资助。一年又一年，越
来越多的爱心在此汇集。
今年，这一平台还牵手我省
驻村第一书记，在全省寻找
贫困的大学在校生。

共同的责任感让爱形
成磁场，除了省老促会、省
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
郑州宇通公司等“老朋友”
外，省福彩中心、唯品会以
及爱心人士相继加入，今年
共筹集善款 739.5 万元，救
助 寒 门 学 子 1239 人 。 至
此，大河爱心助学行动已累
计 筹 集 助 学 款 1689.5 万
元，
惠及学子 2689 人。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关注公益，
关注民生，是我们媒体的社
会责任。”
王自合说。

爱心活动现场

除了财物，郑州联大教育集团
的外教 Phil（菲尔）还为孩子们带
来一堂趣味足球课。第一次在现
实生活中见到外国人，起初，孩子
们还有些拘束。但在 Phil 老师的
带动下，孩子们渐渐活跃起来，他
们在校园的空地上快乐奔跑，大汗

淋漓。
“不想让老师走，真希望他能
永远留下来。”短暂的足球课后，孩
子们对这位只相处了几十分钟的
老师，
有些依依不舍。
“感谢大河报和爱心企业，
不仅
送来了物资，
还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
的经历。
”
王庄小学校长常新华说。

外教和孩子们在一起

国内外种植名医齐助阵，种植体厂家援助价 2580 元，仅限 100 颗

种植牙多少钱，你说了算！

本周日，北京种植专家亲诊，全程直播种牙细节，大河德贝咨询预约热线：0371-65796135
核心提示│种植牙日趋盛行，被百姓所接受，可长时间戴活动假牙、担心多花冤枉钱的朋友却不在
少数。德贝植牙作为全国连锁专业只做种植牙机构，汇聚国内外种植牙专家团。为带动中原种植
牙市场，让更多百姓拥有健康好牙，种植体厂家援助价 2580 元，仅限 100 颗，且在 9 月 17 日当天，
北京种植专家亲临德贝植牙，德贝植牙联合本报推出全程直播。处在种植牙边缘犹豫不决的缺牙
人士，均可报名观看，为确保直播质量，限前 40 名预约报名者。
□记者 刘静

只做种植牙，
所以更专业
种植牙是一门对专业技术要
求很高的口腔修复学科，专业植
牙机构制订的种植牙方案，才能
更规范、完善，对种植牙施行严谨

标准与精细考量，
更专业、严谨。
种植牙的开展不仅对植牙医
生专业实力、临床成功经验要求
高，在无菌和硬件要求上也远远

高于普通门诊，要求医院必须配
备进口 3D 口腔 CT 机、种植机及
专用的植牙手术室等设施。

ZannarOssi 博士

国际种植名医齐助阵，特设 80~105 岁高龄、
高难种牙学科
德贝植牙携德国、英国以及
北京、我省名医等种植牙专家团，
如英国 ZannarOssi 博士，郑大一
附院种植科主任吴豪阳教授，北
京种植专家时绍忠教授，省医刘
兴国教授，首都医科大学种植医
学博士李会龙教授等一流医学人
才加盟，实现“大德为医·名医汇

集 ”，强 势 登 陆 中 原 地 区 。 三 年
来，凭一张张成功种植牙后满意
的笑脸，家喻户晓，成为中原百姓
首选专业种植牙机构。
德贝植牙以整体优势集中应
对各种种植牙疑难问题，不仅带
来全套德国前沿设备、全球尖端
种植系统，更带来德国 3D 无痛种

植牙、即刻种植牙等多项金牌植
牙技术，逐渐发展成口腔种植领
域疑难病症解决专家，特设 80~
105 岁高龄、高难种牙学科，让骨
存量严重不足、上颌窦提升种植、
种植牙失败修复、全口无牙种植
等“老大难”问题终于可以在德贝
植牙轻松解决。

全口/半口“All-on-4/6”无痛微创，即种即用，省时省钱
“即刻种·即刻用”快速无痛
种好牙，是德贝植牙专家组历经
数年，与著名种植机构不断交流
探讨和长久临床实践所开发出的
一项全新种植技术。通过人工智
能计算避开密集牙神经，严格控
制微创伤口面积，把握种植角度、

深度、吻合度，精确定位、精准植
入，根据牙槽骨骨质密度、高度、
宽度精确定位，将种植体精准嵌
入牙槽骨，出血少、恢复快，种植
过程无疼痛。
相对于传统种植牙技术，该
技术只需植入 4~6 颗种植体便可

当天种当场啃苹果

完成半口缺牙修复，植体按照科
学的力学分布，种后与牙槽骨完
美融合，保证种植牙齿快速、均匀
受力，实现即拔、即种、即用，术后
当即啃苹果。能够根据个人口腔
状况，制订多元化方案，是这项技
术的精神核心。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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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60 位特级专家之一

时绍忠 教授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美国加州大学种植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座教授

吴豪阳 教授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郑大一附院种植科主任
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兴国 教授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
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