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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夜间

■明天

今天白天， 晴间多
云，北转南风 2 级转 3、4
级，最高气温 23℃。

今天夜间， 晴转多
云， 南转北风 2 级左右，
最低气温 12℃。

明天白天到夜间， 多云
转晴；北转南风 2、3 级，最高
气温 25℃，最低气温 12℃。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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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阅兵 壮我国威

高温低温 忽闪忽现
昨天，天气
是如假包换的春光明媚，天空湛蓝，暖风
拂面。只是空气干燥，没了雨水的弹压，
飘飞的柳絮虽然应景但却着实恼人。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 2、3
级间 4级；最高气温比昨天小有提高，
为 23℃，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
晴转多云；南转北风 1、2级；最低气温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

■健康提示

12℃。
不经历风雨哪里来高温，北京的天
气经过了 4月初的各种“作妖”后，本周
将出现“过山车式”的上扬。尤其是到了
本周四和周五，最高气温将达到 28℃上
下，但是周六就迅速经历“断崖式”下跌
到 17℃。还是那句话，薄衣服厚衣服都别
着急穿也别着急收，这样才能对“奇葩”

天气应对自如。
春天肝火旺盛，有时候总会感觉眼
睛很痒，有人还会头面出油、冒痘痘。可
以用手指梳头，打通头部的气血，帮助头
面部油污排除。用桑叶干菜菊花枸杞泡
茶喝，泡完还可以用茶水洗洗眼睛。睡前
也可以泡泡脚，加一点盐来引火下行。多
吃水果蔬菜，以清肝热。

久坐不仅伤身还伤大脑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久坐对身体健
康的影响不仅限于过去发现的会增加
心脏病风险等，对中老年人的大脑也有
一定负面影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一个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网络版学术刊
物《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上报告说，他
们对中老年人进行的这项研究显示，久
坐不动的人，大脑中一个对记忆至关重
要的区域厚度会变薄。
研究小组招募了 35名年龄在 45

岁至 75岁的志愿者，询问他们的身体
锻炼情况及平均每天坐着的时长。然后
研究人员对这些志愿者的脑部进行了高
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结果发现，坐的时间
较长与大脑内侧颞叶变薄有关联。
内侧颞叶是大脑中参与形成新记忆
的重要脑区。研究人员说，内侧颞叶变薄
是中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的前
兆。这项研究结果说明，对于早老性痴呆
等疾病高风险人群，可以尝试通过减少
久坐时间来进行早期干预。

分析还发现，即便进行较高强度的
身体锻炼，也不足以抵消长时间坐着给
大脑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前多项研究已经发现，久坐不动
会增加人患心脏病、糖尿病甚至过早死
亡的风险，其危害堪比吸烟。
本次研究负责人普拉巴·希达斯建
议，为了防范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人们
首先应该减少每天坐着的总时长，其次在
坐着办公或学习时，应该隔一段时间站起
来活动一下，避免持续坐着。 据新华社

习主席海上阅兵，气势宏大，场面震撼，
人心激动，壮我国威。
—刘松
——

●北京公交 助人为乐

890路公交司机陈越，路遇车自燃，不顾
个人安危冲上去灭火的事迹受到乘客们的
称赞。公交系统好人好事不断，如拾金不昧、
遇病患急救、扶老爱幼、制服坏人……说明
北京公交系统思想品德教育很成功。这个经
验应总结推广。
——
—手机尾号 0768 读者
海霞回信： 北京公交是首都的窗口服
务单位，他们每天迎来送往，为乘客做好
服务。拾金不昧、舍己救人、助人为乐已成
常态。
●不惧死亡 积极面对

韩启德先生说的对，生老病死乃人之必
须。不必忌讳，更不必恐惧。本人一生多病，
近几年又有癌症缠身，且有转移。摊上了，就
躲不过去，只能积极面对。手术也好，化疗也
罢，最终还要有个好心情陪伴，这才是最最
重要的！
—手机尾号
——
6089 读者
海霞回信： 希望健康长寿，但未必就能
长寿。人要有正确的生死观，敢于面对死亡，
才能活得轻松洒脱。

每天近 10 名德国种植牙博士坐诊，到院就有博士种牙
每一颗种植牙的品质，源自每天都有多位博士把关
德国牙医严谨、认真、高品质，一直
是让德国牙医享誉世界的重要原因。能
请德国牙医看牙，当然是很多缺牙市民
的首选。但是，因为德国牙医本来就是
稀缺资源，很少有机构有德国牙医长期
坐诊，更别说有德国种植牙博士长期亲
诊做手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得
到德国种植牙博士亲自手术的市民，是
非常少的。直到 2017年海德堡联合口
腔在北京正式面向社会接诊。
如今，市民只需要拨打
010-84240895一个电话，就能预约到德
国种植牙博士看牙，而且海德堡联合口
腔正式面向社会接诊近一年来，平均每
天都有近 10名德国种植牙博士坐诊，
这不仅在中国不可想象，放在德国也是
很少有机构达到的。
重要的是，这些德国种植牙博士均
是在京注册行医的，正常情况他们都会
在北京海德堡联合口腔行医三年以上，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海德堡联合口腔路
易斯博士，已经是在北京第五个年头
了。
来自德国，扎根中国

在德国，市民基本上都自己固定的
牙医，看牙种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比
去理发店还要自然。但是，在国内，提到
看牙和种牙，很多市民还是会有些害怕
和担心，有的怕痛、有的怕种一颗牙时
间太长，有的怕复诊多次麻烦、有的担

心价格不合理、有的担心品质不能保
障。即使克服这些担心和害怕，来到医
院，也要经过拍片、诊疗、出方案、选种
植体材料、考虑价格、预约专家做、定手
术日期等等数十个环节，经过很多设
备、很多个人员、很多诊疗环节、才能排
时间上种植牙手术台。
而“极简种植牙”就是考虑到患者
这些担心和害怕，在德国先进技术和设
备的基础上，由海德堡大学路易斯博士
和百名德国专家智库，一起推出了“极
简种植牙”，第一，求医极简，看百名德
国种植牙博士就在家门口。第二，检查
极简，从传统 300分钟到 3分钟，术前
检查不再需要一系列繁琐等候的过程，
在德国麦哲伦 3D全息数字中心一键
完成。第三，种植体成本极简，从德国种
植体厂家直接到中国缺牙者，简去中间
经销商环节。第四，种植技术极简，从
“即刻用”到“微种植”，海德堡的研发者
不断从细微处更新种植牙技术，让种植
牙手术更快，不适的感受更微小。第五，
种植取模极简，从无数次恶心到 1次就
好，激光一扫省去反复取模测试咬合带
来的不适感和麻烦。最后，就是种植牙
术后打理极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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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极简种植牙”的标准，而
且这些标准一直在被不停刷新和优化，
用路易斯博士话说，我们虽然来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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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但我们要做就是扎根中国，成为每 到，在牙科领域“德国制造”也是对种植
牙精准和品质极好的诠释。
一位北京市民身边的德国牙医。
每一颗牙种植过程， 都有多名德
国博士把关品质

德国精工闻名遐迩，德国品质也是
倍受信赖。但精工和品质并不是轻易得
来的。不仅有严谨流程、先进的工艺、技
术精湛的工匠，还有视品质为生命的职
业精神。
从 2017年海德堡联合口腔发布
“德国种植牙标准”，被业内誉为“重新
定义德国种植牙标准”，每一颗种植牙
在海德堡联合口腔被植入，都会有严谨
流程和多名德国种植牙博士把关，从种
植牙的角度、深度、位置、手术时间、出
血标准、疼痛管理、麻醉计量等等。每一
个流程都是要求精确到国际单位以上。
就像一位北京轴承方面退休高级工程
师，在海德堡种完牙之后赞不绝口，他
说，以前工作时候只知道德国轴承企业
是依靠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完备的监督
体系，将“德国制造与品质”打造成德国
轴承的核心竞争力，今天，他终于体验

5 月初，国家会议中心，海德堡将
承办重磅国际学术会议
一年一次的机会， 详情致电：
010-84240895

海德堡联合口腔 3月份启动的“品
质代言人”活动得到广大市民热烈支
持，并且“品质代言人”还享受到了 12
国种植牙博士亲自会诊的待遇，还有专
属的种植牙“信用卡”积分兑换的各项
口腔服务。市民可以拨打 010-84240895
了解一下是否还有名额，另外，5月初
在国家会议中心，海德堡联合口腔将承
办中德口腔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届时不
仅有近百名的国外博士，还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种植牙学科带头人参加，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这些博士和专家将参加的
海德堡特别场的“百名德国种植牙博士
课 堂 ”， 有 兴 趣 的 市 民 现 在 拨 打
010-84240895咨询，由于特别场报名大
受欢迎，市民请尽早报名，机会难得，一
年才有一次。(丁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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