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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阵雨转阵雨，南风转北风
3～ 4级，最高气温22℃，最低
气温17℃。

多云转晴，北风 3～ 4
级，18℃～26℃。

晴转多云，北风转东风
3～ 4级转 4～ 5级，
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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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阵雨转阵雨，南风转北风3～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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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阵雨转阵雨，南风转北风 3～ 4级
17℃～22℃

雷阵雨转阵雨，南风转北风 3～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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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牙热线80910999 种牙有实力，不怕你挑剔！

5月20日直播揭秘种植牙！
缺牙市民亲临现场即有机会免费抽取进口种植体！
现在一说到掉牙，大家都会想到去种

牙。但是，同样种牙，有人花几万块，有人却
只花几千块；有人种牙全自费，有人种牙却
能领补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5月20日
下午1：30分，可恩口腔医院将于市北分院
(福州北路166号)举行种植牙直播活动，届时
将由院长韦少锋现场揭开种植牙的神秘面
纱。
专业种植团队经验更丰富
如果一个种植体能产生100分的效

果，种植技术差，种下去只能得60分，种植
技术好，种植效果就能达到100分。种植
牙归根结底是一项医疗技术，一旦达不到
要求，术后感染、牙龈红肿、出血，造成正

常牙体组织受损、牙齿松动，会使缺牙者
在健康与经济上两面都受损。
可恩口腔医院拥有强大的国际医疗

团队，分别来自中华口腔医学会、亚太口
腔临床医学会、德国种植委员会、山东省
医学会口腔专委会等。多年的种植经验，
在种植牙适应证把握、微创植入、即拔即
种等方面有相当的积累。
精细化操作让种牙更舒适，更安心
可恩口腔医院是山东本土的口腔专科

医院。一直致力于改善身边人的口腔状况，
为成为“您贴心的家庭牙医”而努力。种植牙
作为可恩口腔的重点齿科项目，自开展以
来，不仅选择了专业、严谨的医师，设备也只

选择符合国家认证的质量品牌。先进高端的
口腔设备、医师们精益求精的过硬技术和洁
净温馨的就医环境，是可恩口腔医院对所有
就诊市民的服务保障。通过3D定位精化种
植牙的位置和深度，种植牙过程中采用的世
界一流放大镜，视野更清晰。尤其是微创舒
适化种植能够减小创伤、快速定位，是中老
年缺牙患者的优先之选。
可恩口腔医院还联合山东省医学会

口腔专委会成立了青岛可恩口腔种植团
队，并与多个国际一线种植体品牌在青岛
设立“终身质保”服务机构，为种牙市民开
启种植牙“双保障”服务模式。同时，可恩
口腔医院为弥补家庭口腔健康管理空缺，

提高全民口腔健康，开启了家庭牙医服务
计划，为岛城市民提供全面、连续、及时和
个性化的口腔医疗保健服务。 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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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链接
通过本报爱牙热线预约报名成功

的读者，将获得以下福利：免费领取到
院豪礼，专家挂号费、CT拍摄费、专属设
计费、种植费、检查费等费用全免，并且
有机会免费抽取进口种植体！
活动当天凭此报广还可享特价欧美

种植体3??0元/颗，半口种植仅需19998
元！特价名额仅限10席，有需要的市民可
拨打爱牙热线80910999报名参与。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正拓 通讯
员 张晓鸣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公交场站突
然着火冒出滚滚浓烟，“智慧+公交
应急指挥平台”立即反应，不到1秒
就实现瞬间报送，各部门紧急采取行
动，赶到现场控制火势；纯电动公交
车突发火灾，车门无法打开，车厢内
的喷淋系统立即启动，喷出的水雾可

以在10秒内完成对车厢的降温和灭
火，并稀释车厢内有毒烟气，最大限
度减少乘客伤亡和财产损失。
15日下午，青岛公交在城阳区

开展大规模安全应急处置演练，“快
速应急响应”“快速应急处置”的消
防应急系统首次接受检验。演练中
所采用的消防新产品及车载消防喷
淋系统，可以做到10秒钟将车厢内

的火情扑灭。
据介绍，此次演练使用的水基

型灭火器为高效环保灭火器，具有
快速灭火、快速降温、快速消烟、不
复燃、环保无毒、使用方便的特点，
其灭火性能远远优于公安部制定颁
布的公交车客舱固定灭火系统标
准，且使用的灭火剂经检测完全无
毒，对人体无任何伤害。

怎开奖

大乐透（18056期）
前区：02、04、16、28、34；后

区：05、07

排列3（18129期）
9、8、2

排列5（18129期）
9、8、2、4、3

福彩3D(2018129期)
3、5、6

七乐彩（2018056期）
基本号：01、05、14、21、22、

23、29；特别号：15

消防“神器”10秒灭火
岛城公交设“双快”应急系统，新型灭火剂能降温能消烟

为迎接5月29日“世界肠道健
康日”的到来，由本报联合医博肛肠
医院共同举办的“肠道健康月”无痛
肠镜普查活动受到了市民朋友广泛
欢迎。“便血很多年了，做了肠镜检
查，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总以为
是痔疮，查出来是息肉，怪不得老治
不好，原来是不对症啊。”市北的大
爷对笔者说道。
医博肛肠医院徐桂林医生提

醒，痔疮、肛裂、息肉，甚至是直肠
肿瘤都有便血、便秘的症状，小毛
病藏着大祸患，其中80%的肠道
肿瘤患者都有被当做痔疮误治的
经历，所以，便秘、便血一定及时做
肠镜检查，明确病因。

据悉，医博肛肠医院引进的日
本奥林巴斯无痛肠镜镜身柔软纤
细，结合医博无痛技术，可以实现
无痛检查，提前预约，当天就能做，
当天出结果，还可实现镜下同步治
疗，无痛摘除息肉，断绝息肉演变
成肿瘤的链条。数据显示，美国对
40岁以上人群普及肠镜筛查以
来，肠肿瘤发病率下降了30%。

据了解，本次活动截止到5月31
日，活动期间，原价上千元的无痛肠
镜检查仅需280元（包括检查、化验、
心电图等十几个项目），有便秘、便
血、肛门坠胀、排便疼痛、腹泻症状的
市民可拨打85611555预约（检查时请
空腹）。 青文

便血、拉肚子?腹胀、便秘？小毛病也有大隐患
肠道健康月——— 轻松舒适，无痛肠镜检查仅需280元，预约电话：85611555

《大墨逸韵》名家书画作品展
本周五即墨开幕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首届《大墨

逸韵》名家书画作品展将于5月18
日下午3点开幕，沈鹏、张朋、梁天
柱、张杰三、修德、隋易夫、宋新涛、
冯凭等名家书画将在此次作品展上
展出。
据悉，本次展览地点位于即墨

区泰山三路20附10号顺兴德商务
中心一楼德石斋，展览时间持续到
5月22日。

日前，本报介绍了痔疮安氏注
射疗法，在本市引起高度关注，不少
市民打来热线详细咨询。众所周知，
祛除痔核是痔疮治愈的唯一方法，
传统疗法创面大、疼痛大、住院久，
而相比之下，安氏注射疗法不开刀，
不住院，自然引得患者纷纷求诊！
“安氏疗法”是原北京中日医
院安阿玥教授创新的一套“小巧快”
的肛肠病诊疗体系，代表我国中西医
结合治疗肛肠病的水平。“安氏疗法”
技术上主要包括两个内容：1、安氏注
射疗法：采用药物注射在痔疮上，药
物发挥活血化瘀、收敛固涩的作用，
痔核吸收药物，自动软化收缩，避免
了手术的疼痛、感染等问题。2、安氏
微创疗法：是安阿玥教授经过数十年
研究形成的一套高效安全的肛肠病

诊疗体系，针对肛瘘、肛窦炎、直肠息
肉、直肠脱出等疾病，安氏微创疗法
创面极小、疼痛小、出血少的优势也
非常突出。
近年来，由于疗效显著，安氏

疗法在国内“遍地开花”，有越来越
多的医学工作者学习、推广安氏疗
法。青岛京北胃肠医院是本市唯一
一家以“安氏疗法”为核心技术的
医院，肛肠名医李德明主任和安阿
玥共事多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
名医，他在环状混合痔、嵌顿痔、高
位肛周脓肿、复杂肛瘘等治疗上，成
绩突出。如果您有肛肠病困扰，参加
肛肠疾病普查可免费进行10项价值
308元的肛肠检查，安氏疗法治疗援
助300~1000元，可以拨打热线：
83085555预约老名医亲诊。 青文

治痔疮不开刀，效果喜人
安氏注射疗法受追捧，40年老名医亲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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