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齿缺失带来的诸多烦
恼，没有经历过是很难感同身
受的。

今年75岁的孙大爷最有
发言权。多年前，由于牙周病
的影响，他口中的几颗牙齿
陆续脱落，佩戴的活动假牙
刚开始还行，但时间一长，假
牙总引起牙龈反复溃疡，一
吃东西就疼。孙大爷的苦恼，
女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
很 早 便 提 出 带 父 亲 做 种 植
牙，但节俭的孙大爷总是找
借口推脱。前不久，女儿终于
说服了父亲，带他做了种植
牙手术“。谁说年纪大了就不
能装种植牙的，看我爸装上
种植牙，瞬间年轻了十岁呢，

有一口好牙真是太关键了！”
就连孙大爷自己也不得不承
认，种完牙就像真牙又回来
了一样。

为了让更多的缺牙人士种
上好牙，6月16日，父亲节前夕，
可恩口腔将组织一场别开生面
的种植牙直播会，现场直播种
植牙手术全过程，有时间就来
看看吧。

国际领先技术种牙

部分高龄老人可以耐受

据淄博可恩口腔院长侯建
升介绍，对于缺牙高龄老人，出
于安全考虑，很多医生会选择
更为保守的活动义齿，究其原

因,就是担心牙龈的切口对高
龄老人产生影响。

“事实上，种植牙属于微创
手术，一些高龄缺牙患者接受
的是微创即刻种植牙技术，通
过电脑进行扫描、诊断、设计和
导向，手术中的创伤很小。”凭
借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手
术经验，前不久，侯建升就成功
为一名84岁的老人实施了种植
牙手术，让高龄老人用上了不
用天天取戴的“新牙”。

侯建升告诉记者，和年轻
人相比，老年人的种植牙难度
确实更大“。随着年龄的增长，
口腔内的牙槽骨会逐渐萎缩。
一旦牙槽骨萎缩，就意味着打
地基的土质变差了，打下的

‘桩’就容易不牢固，起不到固
定牙体的作用。”不过，侯建升
也指出，高龄并非是种植牙的
绝对禁忌，临床上还是有不少
老年人顺利种上牙的。

据了解，可恩口腔跟随国
际领先牙科口腔脚步，最新推
出了美国SurgiTeI高精种植，
相较于传统种植牙，此方法操
作更精准，减少了损伤和术后
不适感，恢复更快，实现种植手
术更精细化。

手术直播

亲眼见证种牙手术全过程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
种植牙手术，6月16日，可恩口
腔再次推出种植牙手术直播
会，给大家详细解答种植牙疑
虑，并现场直播从消毒、打麻药
等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到切开、
种植、缝合等手术过程全部展
现给广大读者，手术结束后，还
会让刚做完手术的顾客来到直
播会上，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回
答读者提出的所有关于种植牙
的疑问，消除大家对种植牙手
术的顾虑。

本次直播会由可恩口腔院
长、种植牙专家万金华主讲，万

金华专注口腔种植十余年，在
单颗牙、多颗牙及全口缺失的
口腔种植，各种种植骨增量及
种植复杂病例有深入研究。曾
多次赴日本、韩国、德国、荷兰
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实践交
流，并有幸与国际牙科协会会
员德国弗兰克·里鲍格博士，韩
国高丽大学李大喜教授，高思
峰教授同台竞技，深得牙科专
家手术之精髓。万金华为人亲
切，态度和蔼，操作规范，手法
轻柔，深受患者好评。

报名前20名

可领取品牌礼盒粽一箱

为了给大家送上一份父亲
节、端午节大礼，参加本次活动
的前20名读者(电话报名预约
领取)，可以免费领取可恩口腔
提供的品牌粽子礼盒。另外，还
有80颗进口种植体特惠5折、50
颗全瓷牙冠免费送。如果你有
缺牙，不妨来试试。

活动时间：6月16日9:00
报名热线：2798888
活动地址：张店华光路中

房大厦对面(可乘坐138路、90
路、2路、158路、136路公交车到
中房下车)

别别““盲盲””种种，，来来可可恩恩口口腔腔看看种种牙牙直直播播再再定定
┮可恩口腔本周六举办种牙直播会，让市民见证十分钟缺牙再生的奇迹

┮参加活动的市民还可享80颗进口种植牙5折优惠，50颗全瓷牙冠免费送，报名电话：27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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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开展图书跳蚤市场活动，助
力书香校园建设。活动让学生懂
得了助人为乐的理念，减少因为
闲置造成的浪费。同时培养孩子
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了语言表
达能力与社交能力。 (侯念景)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图书跳蚤市场活动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为
切实保护广大学生生命安全，近
日，张店十中立足自身实际，采取
四项措施，全力做好学生防溺水
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教
育，密切家校合作，积极做好风险
防控。 (侯中良)

张店十中：

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

为促进家校沟通，近日，高阳
小学开展了“家长进课堂”活动。
家长们走进课堂，与孩子一起上
课，亲身体验孩子的学习过程，了
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并
就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刘景海)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

近日，敬仲一小举行第二届
成语大赛。每班挑选出4名选手参
加年级组的比赛评选出冠亚季军
再参加校级成语大赛。经过激烈
的角逐最终王晗宇等四名优秀的
同学将代表学校参加敬仲镇成语
大赛的比拼。 (徐红倩)

临淄区敬仲一小：

举行第二届成语大赛

近日，龙桑小学积极构筑校
园安全网。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安
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安
全经费投入，强化应急体系建设，
强化隐患排查，强化部门联动，强
化考核奖惩，严格落实安全工作
责任制。 (田家礼)

高青县龙桑小学：

构筑校园安全网

为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诚信
行为，使他们在生活学习中自觉
养成重信誉、讲诚信的良好习惯，
遄台小学于6月份开展“诚信教
育”月活动。活动围绕“做诚信少
年、建诚信班级、创诚信校园”展
开。 (夏雪梅)

临淄区遄台小学：

开展诚信教育月活动

为促进学生健康用眼，养成
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近日，皇城
一中邀请专业眼科医生进入校园
对学生进行健康用眼教育宣传活
动。使学生对眼睛的构造、工作原
理以及如何健康用眼有了全面而
又深入的了解。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行健康用眼专题教育

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近日，木李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爱国主义影片进课堂活动。学生
们观看了《少年英雄王二小》等影
片。学生们被故事中的主人公勇
敢顽强的抗日精神和斗智斗勇的
聪明才智所感染。 (孙军)

高青县木李镇中心小学：

开展爱国影片教育活动

为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近
日，双沟中小学开展了课堂教学
展示活动。共推出了各学科表现
突出的九位教师执教展示课，以

“创新教学模式，打造精品课堂”
为目标，为广大教师提供了学习、
借鉴的的模板。 (孔繁东)

淄川区双沟中心小学：

开展教师展示课活动

为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工
作，提高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和
整体素质，近日，高阳中学举行师
德报告会。动员全体教师积极参
与，掀起学习师德标兵的热潮，有
力地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整
体提高。 (夏子杰)

临淄区高阳中学：

加强学习 提高师德修养

放飞梦想 快乐六一 6月
1日,沂源县历山街道荆山路小学
隆重举办了“放飞梦想 快乐
成长”为主题的庆六一表彰庆
祝活动。 (孙静)

校园防暴演练 为有效预
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突发事
件，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近日，沂
源县鲁村中学开展了“防恐防
暴”应急演练活动。 (唐传成)

做有用的人教育 近日，
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举
行“学习习爷爷给陕西北京儿
童回信勉励精神”做对社会有
用的人教育活动。(王晗 高红)

最美教师祝玉玲 近日，祝
玉玲被评为幼儿园最美教师。祝
老师从教15年，一直坚守在教学
第一线，以勤恳、踏实的态度来对
待自己的工作。 (张宗叶)

家长进课堂 为发挥幼儿
家长不同的职业资源优势，近
日，沂源县历山街道各幼儿园积
极开展了“家长老师进课堂”活
动。 （颜世菊）

为中考学子送行 近日，沂
源县燕崖中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毕业典礼，为即将步入考场的学
子们送行，典礼上，毕业生们为老
师献花并行谢师礼。(黄善峰)

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避免
溺水事故的发生,近日,沂源县鲁
村镇草埠中心完小以“珍爱生
命，预防溺水”为主题，组织开展
了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唐菁怿)

近日，凤凰镇召口小学借
举办“跳蚤市场”之际，向同学
们发出“闲置品换书籍”的倡
议。倡议同学们把自己用不
到，别人却可能有用的东西，
换成自己喜爱的书籍进行阅
读，减少资源浪费，净化学生
心灵。 (边凌芸)

为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近日，高青县实验小
学开展“智慧课堂”学习培训
活动，培训过程中，教师们认
真倾听、及时记录、积极发言。
结合学校在“智慧课堂”开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讨论。

(何庭英 李妍)

高青县实验小学：

开展智慧课堂学习培训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闲置品换书籍活动

指导象棋训练 近日，淄博
市象棋协会领导到沂源县张家
坡中心学校指导学生棋艺。提高
学生的象棋水平。开发学生的智
力，陶冶学生的情操。(王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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