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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援助再升级
免费种牙名额只剩最后10个

“签约种牙·终身质保”
活动已近尾声，免费种牙名额只剩最后10个，此外还可享受终身质保、
欧美一线ABT植体每颗补助390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0532—8170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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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口腔医疗质量保障一直是全
国百姓关心的问题。
口腔健康关系民生口
福，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维乐口腔作为
2018年度
“最具影响力社会办医机构”
，
为
了解决咱百姓关心的“口腔医疗安全、质
量、
保障”
问题，
在岛城启动
“签约种牙·终
身质保”大型公益招募活动，推行种植牙
终身质保，
公益首发了200个免费/半价种
植名额，并对每一颗 ABT 种植体补助
3900元，
解除缺牙市民的后顾之忧。

>>>相关链接：
年终最后一波福利
10个免费种植牙名额等你来约
报名预约0532-81707138

年终岁末，
也是新年伊始，
维乐口腔愿
天下所有辛劳的父母老人都能阖家团聚，
同
时也能有一口好牙，
吃上团圆年夜饭。
为回馈岛城市民的信任与支持，
维乐
口腔特推出最后10个免费种植牙名额，
获选的疑难种植案例将获得部分专项种
植援助，
并由三甲医院种植医生亲诊；
欧
美一线进口品牌植体ABT，
厂家特供，
每
颗植体补贴3900元；种植牙齿3颗及以
上，
第3颗可申请免费或半价种植；
植体签
约质保，
放心种牙终身有保障。
现在报名
预约还享免费拍片、
免费口腔全面检查，
到院还有新年好礼相送，报名咨询热线
0532—81707138。

落实“百万种牙公益金”
品质保障见证品牌实力
岛城目前已有近500名牙缺失市民
参与到本次质保公益援助活动中来，种
植体的援助补贴为广大牙缺失市民共计
节省了近200万元治疗费用。其中近200
名牙缺失市民申领到了免费/半价种植
名额，减轻了他们需要种植多颗的经济
和精神压力。
维乐口腔严格把关，
联合德国卡瓦集
团共同推出终身质保活动，
并保证每一颗
植体都是原装进口，
像身份证一样有独立
编号，将市民种牙的风险降到最低。这也
正是岛城许多牙缺失市民选择维乐口腔
的原因。
维乐口腔凭借在名医、
技术、
设备
等方面的雄厚实力，
逐渐成为深受岛城市
民喜爱的民营口腔医疗机构。长期以来，
维乐口腔致力于
“解决所有人的口腔健康

问题”
，
为改善全民的口腔健康水平、
提高
全民口腔保健意识而不断努力。

三甲种植大咖齐聚
岛城种牙不再难
为什么维乐口腔敢为天下先，
率先施
行种牙终身质保？这并非偶然，作为首家
由中国A股上市企业投资的国际化口腔

医疗机构，
维乐口腔引进了德国MELAG
国际化消毒标准、
国际顶尖O-D-A即刻
种植技，
建立中美合作MAXI数字化疑难
种植中心，
构建
“M+”
认证医疗体系。
有完
备的技术做支撑，
再加上众多三甲种植大
咖齐聚，维乐种植牙成功率屡创新高。因
此，
维乐口腔敢于向广大牙缺失市民保证
“签约种牙·终身质保”，让他们不再顾虑
重重，
身心遭受煎熬。
在医疗人才方面，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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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智人》
作者：河森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第三章 造物主的考验
承载记忆的元素

▲

大自然的筛选机制则要比当今的
行业淘汰机制残酷得多。200 多万年
前的东非草原上，一具已经腐烂的古
猿尸体上爬满了蠕动的蝇蛆，因为他
在匮乏来临之际没有记清食物和水源
分布的位置，在错误的路上耗尽了自
己的体力，
最终一头栽倒在骄阳之下。
突然，尸体上的苍蝇一哄而散，
另外几只古猿来到了尸体旁边，其中
一只低头看了看尸体又看了看身后
的脚印，沉默半晌，抬起手指指向另
外一个方向，嘴里发出了
“呼呼”的声响，然后他们
迈开自己的双腿坚毅地走
向了所指的远方。可以肯
定的是，在匮乏来临之际，
古猿中一定有一部分脑容
量更大的个体凭借知识和
经验找到了新的栖息地，
让自己的血脉延续了下
来。正在读这本书的我们，
正是当年他们选择成功的
证据。
数百万年来，大自然
一直用这种方式对人类的脑容量进
行连续不断的考验和筛选。随着生命
故事的推进，人类的祖先很快就会明
白，记住栖息地的位置仅仅是大脑所
接受的考验中的一小部分，造物主给
我们的试卷，
仅仅开了个头而已。
长风掀起涟漪，吹散了湖面上古
猿的倒影，他们静静地站在湖边，发
现无论风如何将水面吹起褶皱，只要
耐心地等待、坚定地守候，水面最终
会归于平静，再次映照出他们坚毅笃
定的面孔。每个精彩的故事中，总会
有矛盾环环相扣，当人类这一物种的
剧本进展到这一章节时，造物主的嘴
角一定曾露出过狡黠的微笑。

在 200 多万年前的东非草原上，
要想成功地迁徙到有食物和水源的
栖息地，光记住其分布位置是远远不
够的，还有一种强烈的选择压力会进
一步筛选出脑容量更大的古猿，因为
要想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苟活下来，
他们还需要记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
是“彼此”
。
现代社会中，有不少
人喜欢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看待自然界的其他物种，
仿佛它们的存续是人类的
恩赐，其实人们有这种想
法也不算奇怪，因为在人
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
世界上的物种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灭绝。在地球
历史中，超大规模的灭绝
事件曾经发生过五次，分
别发生在奥陶纪晚期（4 . 4
亿年前）、泥盆纪晚期（3 . 6 亿年前）、
二叠纪晚期（2 . 5 亿年前）、三叠纪晚
期（2 亿年前）和白垩纪晚期（6500 万
年前）。当下，已经有不少学者痛心疾
首地表示，人类正在缔造地球历史上
第 6 次生物大灭绝。从 1990 年至今，
由于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地球上
的物种以每天 50 到 100 种的速度消
失，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早上起床吃早餐，上
明日关注：
班，午休，下午继续工作，晚上回家吃
饭，看两集电视剧哈哈一笑，然后洗
个澡，关灯上床睡觉，就在你做这些
事的时候，地球上已经有好几十个物
种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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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口腔专门陈立了国际种植团队，
主要成
员有：原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种植名医(全
国排行前三名)、美国加州大学种植大咖
王建文总监，
青大附院三甲口腔种植张奎
主任，
第四军医大仇敏博士，ICOI国际种
植牙专科会员梁腾院长，
他们通过成熟的
专业性、精湛的技艺，以及先进的仪器精
准定位，
为岛城牙缺失市民提供优质的口
腔医疗服务，
放心种牙。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有时候会想到，
无论走，
无论跳，
还是要有立足地。
我们走了，
我们跳了，
但到底什么是立足地？
有没有立足地？
真的是无立足地，
方是本来之地？”
孙同德觉得当官的与做生意的
就是不同，方治平毕竟在官场浸泡
过，官就是不当了，说话还是不一样，
听不明白他的弯弯绕。
“人生真是快啊，还没怎么跳一
下，就已经老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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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口腔百万种牙公益金首发现场

第十二章棋语·不应
有人敲门。
听声音，田宝丰便知
道敲门的是北巷小王。并
不是北巷小王的敲门声有
什么特点，比如说两声快
一声慢，或者是敲几下顿
一顿。北巷小王的敲门声
偏偏是没有特点，他只是
节奏不变地敲着，不快也
不慢，不高也不低，敲个不
停。这种没有特点的敲门声，在田宝
丰听来，便是北巷小王最大的特点。
田宝丰身子动了一动，但他没有
站起来，他的行动与思维之间有了一
点隔阻。人生的有些东西，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形成必然的变化。田宝丰年
轻的时候，动作迅急，想到什么动作
就跟上了，有着“快手”的称号。而今
他三十好几，虽然不能说年龄大了，
但经过人生大大小小的变故，遇事先
想一想已成了习惯，动作与意识有了
细微的时间差。
田宝丰伸手去摸了摸桌上的收
音机，这是一台老式收音机。田宝丰
把它打开了，里面发出一阵沙沙声，

突然传出一声京剧唱腔。田宝丰心里
晃动了一下，他听了听外面，那敲门
声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地响着。他索性
停下来，听着敲门声。他想自己不用
去管它，一直让它响着。
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又响起来，
这台收音机接收不行，常常会声音忽
高忽低，有时调半天都调不出声来，
拍它一下，声音便出来了。田宝丰也
任由收音机高高低低地发着声。
外 面的敲门声，依然不变地响
着。收音机的声音突然又
轻下来，而那敲门声似乎
在意识中显得响了。
田宝丰猛地站起身
来，走过去开了门。一开门
就转身回头，也不与进门
来的北巷小王解释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没开门。
北巷小王也没问。似
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是这
样，不用说也不用问。
田宝丰坐回到桌前，
伸
仿佛刚才
手调弄着收音机，
他一直专心在收音机上。
北巷小王坐在
他的旁边，
看着他。
在田宝丰的手下，
收
音机又一下子响起来，
响声很大。
过了
好一会儿，
田宝丰才咕哝一句：
“这个机
子，
总是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
”
说：
北巷小王把收音机移过来看一下，
“这个红灯牌机子不错的，
用了不下十年
了吧……应该是接触不良，
什么时候，
我
找个人帮你看一看。
”
田宝丰想到，
不出三
天，
北巷小王就会带来一个修理无线电的
老手。
北巷小王有这个本事。
他似乎认识
没有哪个行当他不认识人。
很多的人，
人的表现有时很奇怪的。
明日关注：
人与人交往多了，会把奇怪的表现当
成了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