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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健康

一小时解 3 年缺牙之困 “种牙 我们一家选雅度”
“希望牙科·暖春盛惠”公益补贴促群众口腔健康 进口种植体 980 元/颗、矫正 2680 元起

“自从朋友介绍我家老头来雅度种牙，
我们一家已经有 7 个人在雅度种了牙，全
院长种牙技术没得说，雅度收费也是透明
的，没有强制消费，价格也很公道……”自
成立之日起 6 年来，昆明雅度口腔在诚信
行医、坚守医疗品质的原则下，创造了种植
牙数量、成功率均位列前茅的成绩，获患者
赞誉无数。近日，为响应国家卫健委《健康
口腔行动方案》“
，希望牙科”
在位于董家湾
华侨大厦三楼的雅度口腔推出了“暖春盛
惠”
公益活动，补贴项目覆盖种植牙、矫正、
美牙、儿童防龋齿等，广大市民可不要错过
这次活动。

赞誉满满
50%患者转介绍而来

名医名片

全庆波
昆明雅度口腔院长

务都非常好，当天种了 5 颗植体修复 6 颗
牙只用一个小时，总算能解决 3 年来“吃不
下饭”
的难题了。
为什么选择雅度口腔？几位等候的患
者超过半数都表示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
说全院长技术好、耐心、和蔼。全庆波院长
也表示，来雅度口腔种牙的患者 50%以上
来自于老患者介绍。

“种牙，我们一家人都只选雅度。”66
岁的王女士说，她从 3 年前开始掉牙。掉
第一颗时她觉得少颗牙没关系，没想到前
后三年掉了 6 颗牙，剩下的牙也摇摇晃晃，
吃东西都困难了才觉得应该“整”一下牙
齿。她想起自己的哥嫂已经做了种植牙，
一打听才知道连哥哥的岳父母等 6 个亲戚
都在雅度种了牙。在嫂嫂的陪伴下，王女 “希望牙科”公益项目
暖春盛惠助力口腔健康
士也选择了在雅度种牙。她说，对比下来
雅度的价格最公道，关键是医生的技术、服
全庆波院长谈到，6 年来雅度口腔恪

守医疗原则，尊重患者知情权，价格公示、
无强制消费等诚信行医举措获得了卫生主
管部门及患者的高度认可。同时，在同步
德国总部的先进医疗设备、4D 微创种植技
术、强大的专家团队、完善的售后服务支持
下，医疗品质、服务品质都得到保证，创造
了昆明种植牙数量、成功率、患者满意度均
名列前茅的成绩。2015 年，雅度口腔成为
我国首家口腔公益项目
“希望牙科”
执行单
位，旨在通过社区义诊、公益讲座、补贴治
疗、免费治疗等措施切实降低群众就医负
担，
促进群众口腔健康水平的提高。

公告牌

13 日 省中医健康讲座 餐后高血糖与糖尿病
餐后高血糖与糖尿病的心血管合并症有着密切的相
关性，也就是说，餐后血糖越高，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和
中风的机会就越高。
讲座时间：
3 月 13 日下午 2:30
讲座地点：
云南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门诊楼对面行

政办公区（职工停车场内）4 栋 1 楼 4101 室（广福路与希望
路交叉口大商汇对面）
讲课人：
马迪，
主治医师，
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中医内
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一直从事内分泌临床教学工作。
擅长对糖尿病，
高脂血症，
甲状腺疾病的诊治。

14 日 12320 专家热线 泌尿科疾病的防治
你被泌尿疾病困扰吗？云南 12320 健康热线携手昆
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颜汝平副教授为你提
供咨询。
专家简介：颜汝平，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
外科副教授，云南省泌尿系统肿瘤工程实验室常务秘书，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从
事泌尿系统疾病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 20 年，擅长泌尿系
肿瘤、
结石和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治疗。
专家热线时间：
3 月 14 日上午 9:00-11:00
欢迎拨打公益热线：
（0871）-12320

16 日 云南省首届大型疼痛义诊活动
《云南省首届富血小板血浆（PRP）临床应用培训班》
会议召开之际，云南省医院协会疼痛专业委员会携手昆明
长和天城康复医院，汇聚 9 家省市级大型医院 14 位知名
专家，组建疼痛义诊团队，为各类顽固、疑难疼痛患者提供
免费诊断及综合治疗。

义诊时间：
3 月 16 日 9:00-15:00
义诊地点：
昆明市南坝路3号天城大厦与大悦城侧门之间
义诊内容：现场专家咨询；疼痛综合治疗，如 PRP 富
血小板血浆治疗（限前 30 名患者免费治疗 1 次），臭氧注
射镇痛治疗、
冲击波治疗等。

19 日 省中医健康讲座 中医如何预防肿瘤
肿瘤患者不仅承受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还要承受
手术、放化疗等带来的痛苦。有 1/3 的肿瘤是可以预防
的，中医药在疾病治疗和预防保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讲座时间：
3 月 19 日下午 2:30
讲座地点：云南省中医医院 1 号住院楼 5 楼会议室（光

华街 120 号）
讲座专家：
冯妮，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
合肿瘤内科工作 20 年。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人，师从李斯文教授。善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癌、
肠癌、
乳腺癌、
肝癌等。

21 日 世界睡眠日大型义诊及睡眠健康知识讲座
今年 3 月 21 日是第十九个“世界睡眠日”，主题为“良
好睡眠，健脑益智”
。在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云南省第一
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为广大关注睡眠健康的朋友举行
大型义诊活动及睡眠健康知识讲座。
义诊时间：
3 月 21 日 08:30～11：
30

义诊地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2 号门诊楼前。
讲座时间：
3 月 21 日 14:00
讲座地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2号门诊20楼2号教室
讲座题目：1. 都是打鼾惹的祸——黄代金；
2.失眠的诊
治——李思颖。

毕业于第四军
医大学，师从我国口
腔正畸学泰斗段银
钟教授，后就职于某公立医院，基础
扎实、临床经验丰富。2010 年公派赴
德留学，专攻德国 4D 微创种植技术，
现任昆明雅度口腔院长，是云南省屈
指可数种植牙手术超万例、成功率极
高的医生。坐诊时间：周一、三、四、
五、
六、
七。

温馨提醒
1. 进口种植体 980 元/颗；
2. 隐形矫正：9800 元/起；托槽矫
正：2680 元/起；7 天快速矫正：美容冠、
瓷贴面 7.5 折；
3.38 元/单项：补牙、洗牙、拍片、
窝 沟 封 闭 、涂 氟 防 龋 、拔 牙（不 含 智
齿）。
王劲松

健康之路

云南圣约翰医院

邀 450 余名
中老年朋友健步走
花开三月，春意正浓，眼下正是赏花好时节。3
月 9 日，昆明市西华公园联合云南圣约翰医院、中国
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城北大区举办了“2019 年中老年
人迎春健步走活动”。450 余名中老年人漫步公园，
开始了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上午 9 点，活动开始的哨音响起，老人们迈着矫
健的步伐沿着西华园的垂丝海棠花道向终点走
去。这条长约 800 米的花道种植有 300 余株、树龄
30 年以上的垂丝海棠花，整个花路贯穿公园，形成
春日海棠夹道的浪漫美景。
考虑到老人健步走活动的安全，云南圣约翰医
院派出了专业医疗队伍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同时，
医院也正式启动 2019 张健康心意卡发放活动。凡
参与活动的老人，都领取到了一张健康心意卡。凭
此卡到圣约翰医院可免费进行心脏彩超、推拿理疗
等检查和护理。
本报记者 张晓橙

爱耳日
邦尔通举办
关爱耳健康活动
今年 3 月 3 日是第二十个全国“爱耳日”，主题
是“关爱听力健康，落实国家救治制度”。在全国
“爱耳日”到来之际，昆明“邦尔通”耳部康复中心特
别举行
“关爱耳健康活动”
。
据悉，凡 60 岁以上老人均可免费参加此次“关
爱耳健康活动”，期间，对有药物性、传导性、突发
性、神经性、老年性耳痛，耳痒，耳流脓，听力下降等
不适症的市民，免费检测，免费调理 3 天。同时，对
按周期调理的市民，可享受，免三个月理疗费的爱
心服务，让患有耳部不适的市民有望重拾健康。市
民也可直接坐车到新工人文化宫站或延安医院站
下车，到新工人文化宫 A 区万达影城对面二楼邦尔
通康复中心来参与此次活动。因此次报名市民众
多，新增多店同步举行，详情请进店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