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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征集难种的牙 专家给您免费种

抗风 成为沈阳药科大学
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

再造2牙根

抗风 医疗集团董事长张芮
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活动假牙变“真牙” 预约电话：
024-24312777

“听说了吗？种上2个牙根就能长
出满口好牙，活动假牙都能变成‘真
牙’，神不？”
“何止啊！盛大口腔医院正面向
全城征集难种的牙，
还免费给种呢！”
最近沈阳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热
议这个话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告别活动义齿
种植牙省钱又省心

对此，
张院长表示，
现在百姓生活
水平提高了，大家能接受全口种植了，
但一部分患者因自身牙槽骨条件有限，
拿钱也种不了，
只能干着急。基于这样
的原因，
“好固定”
种植技术应运而生。
“好固定”相对全口种植对缺牙
者的口腔条件要求没有那么高，同时
医院也需要征集一些特殊的疑难病
例进行学术交流，因此将为符合条件
的患者进行免费种植 （其病历将由
“中德口腔种植中心”存档，用于参加
世界性口腔技术研讨会或评比）。因
此，医院公开征集疑难病例，希望大
家来报名，机会难得。

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同时也希望盛大
口腔医院能够收集到有价值的病例，
并预祝‘中德口腔种植中心’今后能
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科研、教学、
临床于一体的实践基地。”
因为此次“好固定”种植术的推
广恰逢盛大口腔医院店庆月，同时也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早日摆脱缺牙痛
苦，
盛大口腔医院联合种植体厂家与
义齿加工厂，三方共同推出“全城征
集难种的牙，免费种牙”这个活动。

7月6日，由沈阳药科大学与沈
阳抗风 （绿色）医疗产业管理集团
共建的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揭牌仪
式在抗风 中医门诊隆重举行。抗
风 医疗集团董事长张芮 等三人
被聘为沈阳药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师。
会上，沈阳药科大学副校长程
卯生对抗风 医疗集团通过雌性红
萝卜这一绿色安全的食物疗法帮助
数万痛风患者和众多急性病、慢性
病、疑难杂症患者重获健康，无偿救
助重症痛风患者翟梓元的事迹表示
钦佩和震撼。
抗风 医疗集团董 事 长 张 芮
表示，希望通过校企联合，实现
优势互补，共同培养出更多高素
质、高技能的社会实用型人才，将

种牙无需东奔西走
世界专家带到你家门口

盛大口腔为解决百姓看牙难、看
牙贵等问题，与德国多家知名口腔医
据盛大口腔医院张院长介绍，一
院共同成立了“中德口腔种植中心”，
到夏天就有好多老年人过来种牙，都
好多老人镶的活动假牙已经有 打造了一支由13名中德口腔种植专
是一肚子的苦水：
这夏天本来就热，
吃 些年头了，
现在是喝口水假牙就漂起 家组成的种牙“梦之队”
，解决了省内
点儿大米水饭，
假牙在嘴里跟着晃悠；
来了，
打个喷嚏、说说话上牙会掉，不 广大缺牙患者长期往返北京、上海，
吃点儿高粱米水饭，米粒总往牙花子
中看也不中用！盛大口腔医院张院长 甚至国外的烦恼，真正做到“让百姓
里钻；喝口汤假牙都漂起来了……想
介绍：
“像这种情况，
最适宜采用
‘好固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际先进医疗技
镶口好牙，
又发现全口种植太贵，
一种 定’
技术进行治疗，
只需在口内种上两 术”
这一标准。目前
“中德口腔种植中
十几颗，
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个牙根，
这两个牙根就相当于
‘桥墩’
， 心”
已成功解决国内一千多例疑难种
张院长说：
“ 盛大口腔最新推广
有了这两个
‘桥墩’
满口假牙被牢牢固 植病例，
帮助省内近千位缺牙患者解
的
‘好固定’
种植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
定，
再也不怕假牙掉出来了，
而且牙根 决了花钱也种不了牙的尴尬问题。
这些问题，
只需种两个牙根，
再做一个 假牙同时受力，
吃东西也有嚼劲了，
不
“好固定”种植术
活动假牙，
就可以固定住了，
相对全口
用花大价钱全口换牙了！”
有根无根都能种
种植要经济实惠很多！”
的确，
这个方
真的太激动人心了，好看又牢
法只需花费全口种植十分之一的价
固，吃得好，
睡得香！
“好固定”种植术
如果您的牙齿情况不好，正在被
格，
就可以达到缺牙者想要的效果！
让沈城老人脸上乐开了花。
种植难度大、牙槽骨吸收多等问题困
来到医院视察的辽宁健康产业 扰，
就有机会获得免费名额。
免费种牙是真的吗？
协会秘书长何文华先生郑重地对张
报名请拨打电话或凭报纸到店，
“好固定”技术让缺牙者省钱用好
院长说：
“通过此次活动，我希望让更 名额有限、种完为止，请大家抓紧报
牙，
但免费种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多老年人能享受到‘好固定’种植术 名。
文/
张扬

种植牙新革命
2个牙根带全口

沈阳盛大口腔医院

健康热线：024-24312777
提前电话预约，可享医院专车接送
地址：
沈阳市铁西广场往兴华北街走200米

被聘为沈阳药科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勇于
探索和善于创新的能力，有着真正
实现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同成
长的目的。
据了解，抗风 医疗集团始终
以“帮助痛风患者快速康复”为使
命，多年来坚持举办慈善救助、大型
义诊等公益活动从未停歇。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张杨

老爷爷用行动诠释爱情最美模样
暴雨打湿老伴鞋袜 他为其换上自己的干鞋

推荐专家
张全禄 主任医师 教授
沈阳盛大口腔医院院长
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健
康一身轻 超级专家号》 栏目口腔
指导专家
辽宁电视台教育青少频道口
腔全省宣教特邀专家
国际著名口腔种植专家
中德口腔种植中心创始人
2006年至今任美国 《面对挑
战》颌面外科、
口腔种植中国专家代
表
擅长口腔种植、正畸、口腔美
容修复、口外及颌面整形美容。

本报讯 7月11日早上，成都下
起了暴雨，
不少上班族被雨困住。地
铁上有人拍到很暖的一幕：
老奶奶鞋
子被雨淋湿，
同行的老爷爷脱下自己
干的鞋子和袜子，赶忙给她换上，
自
己则换穿湿掉的鞋子，
毫不在乎周围
人的眼光。换完后，
老奶奶将头依偎
在老爷爷肩上，
两人十指紧扣……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超级感
动，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吧！
@ 令胡冲：
小小举动，足以证明
他对她的爱。
@ 琼酱耶：最平凡也最感动，婆
婆爷爷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文/
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朋友偷偷告诉我一些事情 我再也坐不住了
爸妈当初坚决反对我们谈恋爱，上下
班她爸都来回接送，就是想让我们俩
断了联系。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发
达，但是仍然难不倒我们。在朋友们
的掩护下，我和璇子偷偷恋爱了三年
结婚"%年，
我一直像雨伞一般，在 多，直到第四年才终于得到了她爸妈
晴天为妻子遮阳，在雨天为妻子挡 的认可。
%'岁那年，璇子成为了我的新
雨，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妻子和孩子的
娘。当时，我们家没有钱买新房，璇子
事情。
我以为，这是作为男人的本分， 就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住在哪里
理应为妻子和孩子撑起一片天。于 都可以。可是璇子爸妈对此却很不满
是，我选择背井离乡，为了获得更好 意，可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后我和璇
子只能住在我爸妈的老房子里，南屋
的薪金，只身驻外四年整。
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再开学 重新装修了一下，给我们住，我爸妈
就六年级了。我就想着再奋斗一年， 则挤在狭小的北屋里。不管怎么说，
明年在家这边找个工作，就再也不出 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婚后半年左右，璇子怀孕了，因
去了，好好陪陪家里人。可是最近，我
总是听到有关妻子的风言风语，这让 为有流产的迹象，所以我便让璇子辞
我一时乱了心性，恨不得马上结束外 职在家养身体。在这之前，她在一家
地的工作，赶紧回到家，守住我最在 化妆品店当售货员。
后来，孩子顺利来到了我们的身
乎的人……
边，
也让我越来越有责任感。我爸妈退
地下恋爱三年多
休后，一直在街边卖杂物贴补家用，又
有退休金，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行，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就是璇子总吵吵着带孩子太累，我在
认识璇子（化名）那年，我才%$岁， 家的时候就尽量多帮她忙活忙活，至
是同学把我们介绍到了一起。
少能让她的心情不那么焦躁。
当时璇子给我的感觉很好，我便
使足了力气去追求她，并且在心里认 努力挣钱之后
定了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妻子。
我给妻子开了一家小店
璇子爸妈生了两个孩子，她还有
一转眼，孩子就到了上幼儿园的
一个大她六岁的姐姐，所以璇子在家
里一直是娇娇女的角色，爸妈和姐姐 年纪，我们也有了积蓄，又向我爸妈
都视她为掌上明珠。正是因为如此， 要了一些钱，终于可以买一套属于我
璇子爸妈对于她找对象的要求特别 们的小房子了。房子是在老小区买
高。知道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璇子 的，只有三十几平，但是璇子说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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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至少这个房子是完完全全属于
我们的。
孩子上了小学之后，璇子不想在
家里干待着了，就跟我说想在孩子学
校附近开一家寿司店，挣点钱，而且
自己当老板还不能太受气。我一合
计，女人自己在家开个小店，风吹不
着，雨淋不着，孩子晚上还能去店里
吃饭和学习，确实是挺不错的，就同
意了璇子的要求。
可是一番调查之后，我们才发
现，开一家小店的成本太高了，光是
房租和加盟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望
尘莫及。看着璇子失望的样子，我在
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多多挣钱，给
璇子开一家心仪的小店。
为了多挣钱，我和公司申请了驻
外，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忙起来的
时候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非常辛
苦。一个人在他乡的寂寞没有人能够
理解，但是优厚的薪资待遇弥补了这
一切。两年后，我终于给璇子开了一
家寿司店，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
寿司店开到半年多的时候，收入
已经很稳定了，这让我和璇子都很欣
慰。平时都是璇子一个人在店里照顾
生意，也完全能够忙活过来。我休假
的时候会过去帮忙送送外卖，别的也
做不了什么了。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期
待中的团圆之日越来越近，平静的生
活却被偶然事件打乱了。

吃过的苦无法诉说
想家的心无法安抚
最近一段时间，我间接听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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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闲言碎语，都是关于璇子和邻居理
发店一个小伙儿的传闻，心里很不是
滋味。
本来我是想着再奋斗一年，就不
去驻外了，毕竟孩子也需要父爱，我
长期不在孩子的身边，总觉得对不起
璇子和孩子。可是还没等我回到家，
妻子却不甘于寂寞了。
闲话听多了，我开始坐不住了，
这大概就是“三人成虎”的效果。我
现在恨不得马上让璇子把寿司店
关了，减少她 和 那 个 小 伙 儿 见 面 的
机会，省得我每天在外地担惊受
怕，总怀疑这个家还能不能保住
了。
我问过璇子和那个小伙儿的关
系，璇子说，那个小伙儿就是个小孩，
平时愿意来寿司店吃东西，所以他们
偶尔会在一起聊天。璇子还在小伙儿
那里办了做头发的卡，两个人只是比
较聊得来而已。
我想，如果他们的关系仅仅如
此，倒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办张卡 ，
花点钱。可是我的一个朋友却偷偷
告诉我，他经常看到璇子和小伙儿
出去逛街，有时候还会带上我家孩
子一起去看电影和吃饭，看起来就
像一家三口人似的，这就有点过分
了吧！
那天，我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璇
子，结果惹得她说出了一大堆的委
屈，好像我这个男人特别没有用，什
么都无法满足她。我感觉璇子现在变
了，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只要能和我在
一起，什么都不在乎的傻女孩了。现
在的璇子喜欢房子、车子和票子，变
得我都不认识了。
接听热线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
电子邮箱：
qi
ngganqi
ngs
u@163.
com
QQ：
324664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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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去想象璇子背叛我的样
子。这么多年在外地拼搏，我都是为
了能给妻子和孩子舒适的生活，吃过

的苦无法诉说，想家的心无法安抚。
难道这个家就这样散了吗？我真的不
甘心。

!旁观者谈

“永远不要去考验什么”
一家事，百家谈。网友们未必知
道所有的细节，
但是仅仅从故事的表
面，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网友“华丽转身”：恕我直言，你
妻子现在正处于情感出轨的边缘。你
拉一把，她就退一步；你视而不见，她
容易抬腿就走。
网友“梦呓”：永远不要去考验什
么，婚姻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还是
防患于未然吧！

网友“铮铮”：两口子经营一个小
店也挺好的，挣多少是多呀！
网 友 “ 沉 默 就 是 不 说 话 ”：女
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
是爱与心灵上的关注。你做到了
吗？
网友“女汉子”：
一个人开店很辛
苦的，而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却不在
身边，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你妻子的无
奈。

!阿阳手记

钱永远都是挣不完的
有个人买了一个精美的罐子作
为礼物，要送给新婚妻子。
在路上，这个人一边滔滔不绝地
给妻子打电话炫耀罐子的价值，一边
漫不经心地提着罐子往家里走。一个
不小心，罐子摔成了碎片。路人见了，
唏嘘不已，这个人也颇为惋惜，守在
罐子旁边不肯走。
可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再留恋
也无济于事。早知如此，就应该对罐
子精心呵护，好好将其捧在手中保护
起来。物品如此，人亦如此。

倾诉人齐与和妻子长期两地分
居，
情感上难免会经受各种考验。钱
永远都是挣不完的，可是家如果没
了，
钱再多又能与谁分享呢？
不要总是纠结于她是否变了，因
为你也不是从前的那
个你了。打破闲言碎语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
安排好手头的工作，然
后回到家中，陪在妻子
和孩子的身边，别给其
他人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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