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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夜间

■明天

今天白天， 晴间多
云，北转南风 2、3 级,最
高气温 2℃。

今天夜间， 晴间多
云，南转北风 1、2 级,最
低气温 -8℃。

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
云，北转南风 2 级左右，最高
气温 4℃，最低气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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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共产党员的信仰

■海亮聊天

气温复苏 大风匿迹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今天开始
气温逐渐回暖，未来一周时间，京城白天
最高温牢牢待在 0℃以上，最暖和的时候
能达到 5℃至 6℃，但随着大风的匿迹，可
能蓝天就没有那么多、那么沁人心脾了。
昨天清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温-8.9℃，
又是入冬以来的新低，三九的酷冷果然很
给力。城区的最低温普遍在 -8℃以下，郊
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延庆冷到了
-15℃，上班的时候，那真叫一个寒风瑟
瑟。白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温 -1.6℃，没能

攀上冰点。虽然天冷，虽然风大，虽然干燥，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让人自豪高兴的——
—天
真是太蓝了！沁人心脾的那种蓝！
坚持过昨天，今天开始气温就复
苏了。今天白天最高温 2℃，明天将升
至 4℃，不会再有凛冽大风吹得我们
脸生疼。虽然慢慢在回暖，到早晚还是
寒意彻骨，防寒保暖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
从本周日到下周六的这一周天气看，
白天最高温将稳定在 3℃至 6℃，夜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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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时候，
医生有句嘱咐：只要吃饭就打，不吃就不
打。事实上，这句话只是个总则，还要区
别对待。胰岛素还要不要打？打多大剂
量？不是由吃没吃饭决定的，而是要由
餐前血糖值高低来决定。
如果餐前血糖检测结果较高，即便
不吃饭，则仍需注射胰岛素，但不是按照
正常进餐情况下的原定剂量注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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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维持在 -4℃至 7℃，没有大风，偶有
三四级北风，晴和多云是主流，阴天则悄
悄隐藏了雪的希望，但现在还没有更进一
步的预报，还需要期待。
三九来了，总可以冰上走了吧？北京
市水政监察大队提醒市民，一定要去正规
冰场上玩儿，千万不能野冰、野钓，在非正
规冰场上活动非常危险，而且留下的垃圾
也会影响河道景观。咱们辛辛苦苦保护的
水环境，不能到了冬天结冰了，就不好好
珍惜了呀。

不吃饭也需要打胰岛素

按照餐前血糖实测值与目标值之差来决
定需要注射多大剂量。
例如，如果不想吃午餐，而午餐前血
糖是 5.8mmol/ L，他午餐餐前的胰岛素
就不需要注射，但血糖若为
14.0mmol/ L，就需要注射短效胰岛素
3个单位，以纠正餐前的高血糖。
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些
病人晚餐没吃，由于担心夜间发生低血

热播电视剧《风筝》中的主角郑耀先
隐姓埋名 30多年，经历各种“考验”。他的
故事不仅让观众看到那个年代中共情报
人员的艰辛，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受到一次
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的教育。风筝飞得再高
再远，只要牵着的线不断，就不会脱轨离
位；人生经历无论多么曲折，遇到什么情
况，只要有了坚定的信仰，就一定会绽放
—王石禄
——
出光彩。
海霞回信： 一向不爱看电视剧的我，
最近也被此剧吸引。11日全剧播完，感慨
万千，为那个时代共产党员的坚韧与顽强
震撼，从心底里佩服！
●天好人亦好

蓝天摩顶，阳光普照。天长地阔，青
山妖娆。寒风虽猛，心情却好。盼雪降
—张根杰
——
临，吉年丰兆！
●帮助百姓义不容辞

糖，于是睡前的中、长效胰岛素也不敢
打，结果往往导致次日的空腹血糖反弹
升高。
这是因为整个夜间直至次日早晨这
段时间的血糖主要来源于肝糖原的分
解，与晚餐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即便由于
某种原因没吃晚餐，原则上睡前的中、长
效胰岛素仍要继续打，只需剂量上根据
睡前血糖水平稍做下调即可。

1月 9日，《北京晨报》国内人物版介
绍的两位人物事迹令读者感动：消防小伙
冒严寒脱掉上衣救助摔倒在地血流不止
的老人；年过六旬的邢奶奶在生命最后关
头把“小生命”托付给儿子。为这两位好人
—述光
——
点赞！
海霞回信： 倡导好人好事，倡导仁爱
之心是媒体的责任与义务。希望好人好事
得到发扬与传承。

种植牙如果控制不好 有 80%的费用和时间是浪费的？

拨打 010-84240895获得“至简价”做德国种植牙
缺牙想做种植牙修复，要等半年时间
种牙、戴牙、然后才能正常吃东西？种半口
和全口种植牙，要在手术室呆上大半天？
预约三甲医院著名专家要等几个月？真正
的德国种植牙专家要出国才能看到？而且
还很贵？其实这是传统的种植牙方式带来
的不便。在春节来临之际，海德堡联合口
腔开展“极简种植牙”体验月，在德国门登
特斯科学医学研究中心的帮助下，进行
2018年种植牙全方位升级，简掉传统种植
牙过程中，不必要的花费、简去多余的环
节、简去技术和设备落后造成的等候时
间。在春节前用“至简价”体验一下德国种
植牙，领略真正德国口腔医学科技，是如
何让种植牙化繁为简的。
挂号求医时间不浪费

拨打 010-84240895电话预约，路易
斯博士领衔的“百名德国种植牙智库”全
天候提供长期在北京执照行医的德国牙
医和三甲口腔医院主任医师，亲自接诊和
为你种植牙，而且，没有十年以上种植牙
经验的，在海德堡联合口腔是没有做种植
牙手术的资格的。

检查结果，不用再跑上跑下。
材料费用不浪费

海德堡联合口腔从种植体到普通医
用耗材，都全部从德国直接供应，没有任
何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商业操作。让你的
每一分费用都是花在实实在在的材料成
本上，不花冤枉钱，更不用出不必要的费
用。
手术时间不浪费

从“即刻用”到“微种植”，不仅具备
“即拔、即种、即用”，当天种牙当天就可以
戴牙吃东西的技术标准，还在 2018年升
级为“微种植”标准，用更少的时间、更小
的创口、让在轻微的手术承受时间和感受
上，完成种植牙，这个“微种植”级别，体验
过的患者描述，甚至比戴活动假牙的操作
还要“微”。
取模环节不浪费

不用再用取模材料塞满口腔，一次又
一次，麻烦又容易恶心，有时候还不够精
准，新一代激光扫描取模，轻轻一扫，不用
接触口腔任何敏感部位，一次精准成像，
取模又快又好。

口腔各项检查时间不浪费

术后打理不浪费时间

进入海德堡联合口腔，不用再花很长
时间拍片取片，楼上楼下的各个科室取检
查结果。在“德国麦哲伦 3D全息数字中
心”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去几个小时甚至
几天才能做完的检查，而且即刻传入全院
的数字化系统平台，无论是医生诊室、手
术室、专家会诊室都能第一时间打开你的

和真牙一样每天刷牙漱口就行，不用
额外再花时间打理，2018年，德国新型基
台、垫圈、牙冠的标准制定完成，在海德堡
联合口腔完成种植牙，由于密合度和精密
度再次超过德国标准，让塞牙和松动几率
比去年再低 5个百分点，打理不再浪费时
间。

这就是海德堡联合口腔开展“极简种
植牙”体验月的初衷，让更多人能够更快
更简单拥有一口好牙，当然，患者体验为
什么这么简单？背后海德堡联合口腔医护
人员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细致的工
作。
海德堡每一例种植牙方案确认，都是
层层严格把关，海德堡要求每一例手术方
案的确认必须由门诊医生组织麻醉、种植
牙主任、医疗总监进行手术方案确认会
议，并要求视频记录和会议录音。
每一颗种植体都有独立身份标识，海
德堡要求每一颗种植体必须记录备案，能
追根溯源，也能对接种植患者。
每一次术前洗手都比标准多一些，海
德堡要求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标准灭菌流
程，洗手三次以上，过程 5分钟以上。
每一次灭菌验收都是要求零瑕疵，海
德堡手术中心医护人员每月必须进行手
部的细菌培养检查，一旦细菌超标，必须
退出手术，直到检查合格为止。
每一次核对都需要几方数据都对，海
德堡要求麻醉药物、手术用品必须由护士
长带领手术助理进行核对，严禁糊涂用
药、器械遗漏。
每一次手术结束，都是下一次更好的
开始，海德堡要求医护人员在手术结束

时，整理好一切手术器械、用品，保持环境
清洁舒适，而这还意味着更为完善的术后
护理跟踪的开始。
每一次手术完成，都是更高品质服
务的开始，海德堡要求术后回访人员秉
持多关心，多问候，多了解，定期复诊、
有问题及时解决的心态为患者提供更
优质的术后跟踪服务和综合口腔管理
服务。
据悉，在海德堡“极简种植牙”体验
月，拨打 010-84240895 不仅可以获
得“至简价”做德国种植牙，还可以参加
每周的“百名种植牙博士课堂”有德国种
植牙博士为你一对解答，并能现场观摩
种植牙手术和与已经做过种植牙患者面
对面交流。并且，以德国海德堡大学种植
牙博士路易斯领衔的专家团队，春节前
将集中针对前牙缺失、后牙缺失、多颗牙
缺失、半口无牙甚至全口无牙患者，一对
一设计德国领先的数字化种牙方案。本
报读者预约免挂号费、拍片费、专家会诊
费和价值 879元的德国麦哲伦 3D全息
数字化模拟种植方案设计费，还可以领
取路易斯博士为大家送出的新年德国护
牙礼包，拨打热线 010-84240895 报
名，每天仅 10个名额，满额即止。
(丁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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