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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招募缺牙者，“种牙”享公益补贴

不少中老年
人由于缺牙多、
缺牙久，导致缺
牙的修复难度变
大，那么他们还
能安全快速地种
牙吗？年纪大了
牙 齿 还 “ 种 得
牢”吗？种牙到
底疼不疼呢？您
不妨现在拨打公
益活动咨询热线
55570049报名预
约，免费约上海
口腔专家一对一
亲诊，种牙还可
享多项公益补贴
及费用减免。

上海口腔专家来温亲诊   
赢免费终身质保种植体

为回馈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让老百

姓都种得起牙，提前拨打公益活动咨询热线

55570049报名，即可享受以下多项福利：  

一、种牙赢免费种植体：凡有种牙需求

者，种植体可享爱心公益补贴，其中德国终

身质保种植牙（含种植体、基台、牙冠）还

可享特价。此外，还可享“砸金蛋赢大礼”

活动，更有机会赢得免费种植体1颗。

二、4项费用全免：口腔检查费（含口

腔全景片、CT片费）、专家方案设计费、专

家咨询费、专家手术费等4项费用一律全免。

三、其他半价项目：牙齿修复、牙齿美

白、拔牙、补牙、治疗等一律享半价。 
四、上海专家面对面：现在报名，明天

可找上海口腔专家免费一对一交流、亲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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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缺牙多、牙骨萎缩
不植骨当天“种出”新牙

当牙齿缺失后，牙槽骨就开始了一种不可逆的

吸收萎缩，缺牙时间越长吸收的越多，很多老年人

在缺牙初期没有进行修复，等到想种牙时却没有足

够的牙槽骨用来稳固牙齿。对于牙槽骨骨量不足的

缺牙老人来说，严重的可能连活动牙都带不稳了，

他们中有不少人迫切需要无需植骨也能拥有稳固牢

靠的新牙的修复方式选择。

对于上颌缺牙多、牙槽骨萎缩严重的，据记者

了解，其实可考虑采用斜入式的种植方式，用4到

6颗种植体，将上颌两端的种植体直接放置在颧骨或

咽旁的翼板上，在不植骨的情况下依然能种牙。其

特殊的力学设计，加上种植体着力点所在的颧骨或

翼板的骨质较硬，中远期的稳定性较好，同时缩短

了种植周期。有些符合条件的缺牙者，甚至在种牙

的当天就可以戴上牙冠，当天便可恢复半口牙。

现在报名，明日可约上海专家亲诊，还有机会免费赢德国终身质保种植体

记者 林勇

IDDC上海口腔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心主任

美国加州大学口腔种植临床硕士

ICOI国际种植专科医生学会会员

韩国AIC种植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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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12 月 26 日，
温州大剧院将迎来开业十
周年。作为温州市的文化
地标，十年来，1638 场自
营演出，30 余个国家的知
名演出团体与世界顶级艺
术 家 登 台 温 州 大 剧 院 ，
130 万人次走进温州大剧
院观看演出。

过去的十年，温州大
剧院演出剧目精彩纷呈，

有“古典钢琴王子”之称的
钢琴家李云迪、“孔雀公
主”舞蹈家杨丽萍、享誉世
界的歌唱家戴玉强，以及
理查德·克莱德曼、马克西
姆、维塔斯等艺术家及明
星来温献艺。赖声川、孟京
辉、田沁鑫和张继刚等著
名导演的优秀作品也被多
次搬上温州大剧院的舞
台。更有曾获“梅花奖”“荷

花奖”“曹禺戏剧奖”“牡丹
奖”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曾
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入选剧目、获文化旅游部

“文华奖”节目和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舞
台艺术佳作登台。

2009 年 12 月正式开
业至今，温州大剧院除通过
控制票价、统一调配演出，
实现温州观众与外地同步

欣赏精品演出外，也广泛开
展艺术讲座以及公益性的
艺术培训、音乐教育和演出
活动。温州大剧院的每台演
出通常会设立四到七档票
价，并且每场演出坚持设置
百元以下惠民票价。同时，
温州大剧院用心打造公益
品牌——“艺路同行”，邀请
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及本
土艺术家带领观众深入探

讨及普及舞台表演艺术。截
至 2019 年 12 月，“艺路同
行”已举办了141期活动。

作为文化地标，温州
大剧院发挥其作为温州市
重要的文艺演出交流平台
的作用，积极开拓温州文
化市场并组织本地院团到
温州大剧院演出。市越剧
演艺中心、市瓯剧艺术研
究院、永嘉昆剧团、平阳县

木偶剧团等诸多温州地方
艺术院团登台温州大剧
院，让温州本土的演出团
体有展现风采的舞台。

十年来，温州大剧院
还为温州市金秋文化节、
温州市新年音乐会、温州
春节联欢晚会、温州市民
文化节等诸多活动提供了
服务保障。

□晚报记者 王敏洁

大一开始创业
创办咖啡店沿用至今

吴 程 程 是 杭 州 人 ，
1993 年 出 生 的 她 ，2012
年考入温州肯恩大学就读

金融专业，成为该校第一
届学生。“从大一开始，我
就启动了自己的创业项
目。”吴程程回忆说，她曾
经营一家校内打印店，并
创办了温肯的演讲品牌

“WIN”与校内第一家咖
啡店——Social Dog，后
两个项目一直沿用至今。
她认为，在温州 4 年的学
习、创业经历，是自己一笔
宝贵的人生财富。

从温肯毕业后，吴程
程回到杭州工作，在事业
相对稳定后，她再次选择
了创业。吴程程在一次数
据热点分析中，敏锐地发
现了杭州民宿市场存在巨
大的发展潜力。“当时市面
上大多数民宿十分简陋，
没有自己的特色。如果经
营一间自己设计的特色民
宿，应该会很有市场。”

在父母和朋友的帮助
下，她在2017年拥有了自

己的第一家民宿。吴程程
的民宿讲究设计感，实现
房间风格和色调的统一，
很好地抓住了大众口味，
订单纷至沓来。

手握10套民宿
入选全国Top200榜

首套民宿的发展模式
大获成功后，吴程程开始
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
截至目前，她经营着 10套
民宿，均分布在杭州西湖
附近。为了抢占不同客
源，她又开始设计不同主
题的民宿房间，如 Gucci
风格、摩洛哥风格等，再次
引领民宿发展潮流。她告
诉记者：“每天晚上，我还

会分析爱彼迎平台民宿排
名算法规律，研究排名靠
前民宿的经营状况等，虽
然辛苦，但很值得！”

辛勤的付出终有回
报。在爱彼迎中国区第一
届房东大会上，吴程程成功
入选中国区 Top200 民宿
房东榜单，她的民宿评分高
达4.9分（满分为5分）。

吴程程的创新创业不
曾停下，就在 3 个月前，她
刚刚创立了一家美容护理
公司，正式进军美容业。
吴程程表示，跨行业发展
是她顺应时代潮流、先人
一步的改变，她希望自己
能在未来掌握充足的选择
权和话语权。

90后姑娘在温读书时开始创业
手握10套民宿入选全国200强

从 大 一 就 开 始 创
业，毕业 3 年已手握 10
套民宿、跻身Airbnb（爱
彼迎，一家联系旅游人
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
东的服务型网站）中国
区 Top200 民宿房东，今
年 26 岁的她又开始进
军美容行业⋯⋯温州肯
恩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吴
程程身上有诸多创新创
业的闪光标签。近日，
她回到“娘家”校园，与
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
的创业故事。

□晚报记者 王亮
通讯员 王奇

温州大剧院十年打造文化地标
1638场自营演出星光璀璨 130万人次走进大剧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