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些人适合北大口腔种植博士种植牙方案？

1.单颗多颗牙缺失；全口/半口缺牙；

2.牙齿松动；烤瓷牙失败；活动假牙不舒适；

3.长期缺牙未修复、牙槽骨严重萎缩；

4.其他机构无法完成的疑难种植者；

5.信任北大口腔种植博士医疗品质，想要尽快恢复咀嚼。

详情可咨询大河报种牙热线：0371- 65795698

“医生的水平决定了种植
牙是否植入到准确位置，植体
周围软组织是否经过优化处
理，种植体上部修复是否合理
等。选择植牙医生在整个种植
过程中很关键。”北大口腔种植
博士王教授说。大河报为了回
馈读者，为郑州市民请来北大
口腔种植博士团队，让市民不
用远赴北京就可享受到北大口
腔种植博士的医疗服务。

毫米间 微创无痛种牙

种植牙或多或少会造成闭

合性创口，虽然不及拔牙的创
伤和疼痛，但还是缺牙市民相
对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体质较
弱、口腔条件复杂的中老年人
更关心术后愈合需不需要护
理？疼不疼？创伤有多大？

“事实上，比起传统植牙，
微创种植时间非常短，几乎不
需缝合，无疼痛感。另外，在制
订方案时，会结合微创技术制
定植牙方案，尽力将创伤减到
更小。即便是中老年人种牙，
也不会有太大的身体负担，术
后只要简单护理、消炎，根本不
用过分的药物护理。”北大口腔

种植博士王教授告诉记者。

角度间 多1°少1°
植牙寿命差距大

种植牙人工牙根的植入角
度，多1°少1°，对外行人来
说，根本看不出门道。但所谓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样的
一度之差，也许就是种植牙3
到5年的使用寿命。只有经验
丰富的植牙医生才会严肃并认
真地意识到问题严重。

在口腔方寸间，结合口腔
数字智能化技术，设计出高性

价比、高技术含量的植牙方案，
让种植牙根的植入角度、深度
都更严谨、精细。北大口腔种
植博士王教授说：“这样的一丝
不苟不仅是对顾客负责，也是

对医生专业技术、职业操守、方
案制订能力的直接考验，一个
优秀的植牙方案是无法被人复
制的。”

找北大种植博士看技术、议方案 种牙不简单要精挑细选
北京大学口腔种植博士专项会诊全口/半口无牙、复杂性高难、多颗种植，火热预约，大河报种牙热线：0371- 65795698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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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高菊 通讯员 王雪涛 常书香 文图

81岁老人从上海回到洛阳
捐赠马金凤先生戏曲艺术
相关珍贵作品

3月9日上午，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戏曲艺术学院来了一位
特殊的客人。她头发花白，从
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子里取出
几份报纸和几本书，递到戏曲
艺术学院院长潘华手里。

潘院长打开一看，不仅有
《马金凤舞台生涯》《洛阳牡丹
马金凤》《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
凤弟子录》几本书，还有几张老
报纸，其中包括1990年4月15
日的《洛阳日报》，马金凤舞台
生活六十周年《洛阳日报》特
刊，整版刊发《马金凤：洛阳牡
丹永开不败》以及1990年香港
《文汇报》。

这些都是这位老人准备捐
赠给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的
马金凤先生戏曲艺术相关物
品。这位老人叫乔紫昇，今年
81岁，1989年至1992年间任
洛阳市原文化局长，曾陪着马
金凤去北京为第九届亚运会义
演《穆桂英挂帅》，1990年花会
期间，为马金凤举办了“马金凤
舞台生活60年”庆祝活动，留
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据悉，得知洛阳职业技术
学院正在建设马金凤戏曲艺术
博物馆后，已和老伴一起回上
海居住的乔紫昇回到洛阳后，
把自己收藏的马金凤相关物品
无偿捐献给博物馆。她说：“我
是文化局的老人，和马金凤有
很深的感情，马老师对戏曲的
热爱和对人才培养的坚持非常
可贵，希望大家传承我们的传
统戏剧，传承老艺术家身上的
可贵精神。这些资料必须捐给
博物馆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价
值。”

“我手头还有很多马金凤
不同时期的演出照片，如果你
们需要，我都可以送来。”乔紫
昇说。

“这把板胡是马金凤先生
演出时搭档最多的伴奏师
的遗物”

在众多捐赠的物品中，有
一把板胡特别显眼，据潘华院
长介绍，这把板胡是马金凤先

生曾经登台演出时，最喜欢的
琴师赵万里的物品。

3月10日，记者联系到赵
万里先生的弟弟，他就是这把
板胡的捐赠者。他说：“我哥哥
去世以后，这把板胡我一直珍
藏着，但是不管这件文物有多
宝贵，别人也看不见，还不如我
捐赠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也
为传承戏曲文化贡献一份力
量。”赵先生还说，捐赠时候，有
身边的朋友埋怨他这么珍贵的
文物无偿捐赠出去，他说：“捐
赠出去就是我的想法，我也不
可能拿出去卖钱。”“现在就盼
望着马金凤戏曲博物馆快点建
好，我好去参观。”赵先生说。

居住在洛阳市区的朱东亮
老人已经83岁，他曾经向马金
凤戏曲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一张
黑白色大合影，据其介绍，
1980年5月2日至17日，朱东
亮先生和马金凤老师一起参加
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
会。“和马老师相处的那十几
天，相互学习帮助很多。”他说。
2020年5月26日，马金凤戏曲
艺术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藏
品。自消息发出以后，社会各
界人士纷纷送来各种马金凤先
生戏曲艺术相关作品或者物
品，有珍贵书籍、照片、乐器等，
多达二三十件。

“不少老人过来捐赠物品，
有些年龄都很大了，他们对艺
术的态度令人尊敬。”采访中潘
华院长说。

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已
经收到社会捐赠物品数十
件，开放时间指日可待

2019年4月，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聘请马金凤先生为“终
身教授”。同年10月，洛阳市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金
凤舞台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洛
阳职业技术学院“豫剧‘马派’
艺术继承人班”开班，马金凤先
生亲自参加相关活动。

按照马金凤舞台艺术研究
中心建设方案，洛阳职业技术
学院在伊滨经开区新校区专辟
场地建设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
馆。马金凤先生将捐赠与她相
关的出版物、图片、奖品奖章、
演出服饰、字画等1000多件物
品由博物馆收藏，供市民游客
参观。

潘华院长在采访中说，马
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在2020
年就定为洛阳市的重点工作，
洛阳也提出了要打造“东方博
物馆之都”的发展重点，马金凤
博物馆的建造不光是马金凤先
生个人相关的博物馆，也是一
个纪念、宣传、弘扬戏曲艺术的
场所，为打造“东方博物馆之
都”贡献力量。

目前，马金凤戏曲艺术博
物馆基础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下一步将开始布展工作。
按照计划，马金凤戏曲艺术博
物馆在今年的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期间开始开放。

3月10日，记者从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所在的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近期，来自全国的多位戏曲艺
术爱好者联系到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戏曲艺术学院，主
动送来不少马金凤戏曲艺术相关的珍贵作品或物品。
据悉，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即将进入布展阶段，计划
于今年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开放。

粉丝千里捐珍藏 助“帅旦”艺术传承
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已经收到社会捐赠物品数十件，开放时间指日可待

张根有老人收藏的马金凤先生（穿浅色上衣者）慰问演出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