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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牙缺失不容忽视，年轻女性轻度缺牙不管，
现在成重度案例
影响的不仅是饮食，而是缺牙无法种牙痛苦的心情

一位美食节目主持人的老婆，由于怀
二胎，牙齿缺后没有立即解决。现在缺牙
对应的上牙已经比之前变长了，于是原本
简单的缺牙案例现在变成了难度的案例，
要先用矫正把上牙往上牵引2毫米，才能
做种植牙，这位女士心情受到影响。缺牙
日渐年轻化的今天，如果发现口腔长期不
明出血或者牙龈肿痛，就是信号，就该检查

了。老人缺牙也不能忽视，老人缺牙影响
身体健康引发多种身体疾病，应当及时修
复。当牙齿出现松动脱落后，一般缺失牙
相邻的两颗牙齿相继出现疼痛感，并且接
连出现松动、脱落。就这样，牙齿越掉越
多，成为“老掉牙”。凡口腔出血、牙龈肿痛
等均可拨打热线 68160686 报名预约专家
检查。

百闻不如一见，种植体到底是什么样？
种植牙如何媲美真牙，想知道这些就来种博会

种植体长什么样？种植好的牙齿是否
和真牙一样？种植牙适合哪些缺牙人群？
如果还有这些疑问，快速报名种博会，让国
际专家为你解答。目前科技发达了，我们
用种植牙技术还能拥有自己的第三幅牙，
可以说这是口腔领域的一大突破。那么如
何选择种植体，哪种人适合种植牙，来听听
国际专家们怎么说。缺牙朋友现在可拨打
68160686报名，种博会期间还享5折优惠。

目前国内亚健康人数逐渐上升，
还有很多疾病目前也在逐渐年轻化
的趋势。缺牙也是一样，现在有的
从 30 多岁开始就缺牙了，长期口腔
保养不当，不引起重视，缺牙不再是
老人的专利，年轻人也照样缺牙。
缺一颗牙，再拖下，发现旁边的牙齿
也松动了，于是半口牙都不好使。
年轻人更不应该忽视缺牙问题，年
轻人缺牙时间久了，整口牙齿的咬
合都会有问题。为了让缺牙市民能
够早一些认识到缺牙的危害，最近
我市知名二级口腔医院主办的种博
会报名火爆；更有国际种植牙大师齐
聚山城，为山城缺牙市民开通一对一
诊疗通道，不用出国门就能享受国际
专家亲诊名额。种植牙始于欧美发
达国家，针对复杂案例国际专家亲诊
更有经验。缺牙读者均可拨打热线
68160686报名预约，前5名患者将有
机会与国际种植牙大师面对面交流。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市二级口腔医院11月特别企划

征集单颗、多颗牙齿缺失，2017国际种博会种植体享5折报名通道
多处打听不如亲自参加，一对一制定舒适种牙方案，进口种“值”体享5折钜惠，报名热线：68160686

第二届中·意·德·韩·美种植牙博览会
全城征集缺牙市民，国际品牌种植体享5折钜惠

征集人群：
单颗牙缺失者、多颗牙缺失

者、半口/全口牙缺失者

种博会特惠：
1、种植体厂商补贴，指定品

牌种植体5折钜惠
2、全城征集《种牙人手记》案

例，做山城种牙代言人
3、预交200元可抵500元，预

交500元可抵1000元，有机会抽
取免费种植

报名热线：

023-68160686

要想身体好 辅酶+红曲不能少
今年最后1次特卖，1元1瓶！今日抢购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红曲

说起辅酶Q10，很多人都
用过，效果怎么样心里都知道，乐
键阳光辅酶Q10是历经3年最新
研发成功的高科技新一代产品，高
含量，多成分，双重保护身体，补充
营养更全面，让你逐渐感受和以前

用过的辅酶Q10效果体验完全不同，超值体验，今
天抢购免费赠送红曲纳豆1瓶，收获多多，惊喜多
多，实惠多多。天气渐冷，人就会出现头晕，乏力，
心慌，气短的现象，大家要引起注意，关心身体健
康！

1、一样的辅酶Q10，不一样的作用：
乐键阳光辅酶 Q10 每粒含辅酶 Q10，40 毫克,辅
酶Q10+橄榄油 1+1双重保护身体，提高人体免
疫力，营养补充更全面。

2、一样的辅酶Q10，不一样的成份：
乐键阳光辅酶Q10不但富含高含量辅酶Q10，还
含有橄榄油，宁蒙黄，诱惑红等多种成分，含量超
强大，成分超强多。全面呵护您的健康！

3、一样的辅酶Q10，不一样的价格：
乐键阳光辅酶 Q10，1 元 1 瓶！今年最后一次特
卖，每人限购4瓶，全国仅限3000瓶，数量有限，
抢完为止！！
1、每人限购4瓶，不得重复申领；
2、一周期6瓶不零售，6瓶仅收取2瓶
费用；再加4瓶4元；
3、不收快递费，免费送到家；
4、本活动仅限3天

抢购热线：400-879-6929

精品氨糖(软骨素钙)惠民特卖，每瓶60片，可吃1-2个月，
活动仅限500个体验名额，快快拨打订购热线：400-6564-626

关爱中老年人骨关节健康

氨糖 ，12瓶只要299
软
骨
素
钙

骨关节疾病一直困扰广大中老年人群，随着
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会越发严重，天凉一
发作，疼痛、僵硬，甚至难以行动。对于被骨关节
疾病折磨的朋友来说，补充氨糖的重要性和意义
已经得到了一致认可。

本次活动特别供应的氨糖 (软骨素钙 )采
用 适 合 中 老 年 人 的 配 方 ，含 有 充 足 的 乳 矿
物盐、氨糖、奶粉、海藻糖，能为中老年人提供充
足的氨糖和钙，为您的关节健康提供强大助力。

特大喜讯：高品质氨糖（软骨素钙）特价惠民
活动正式启动

12瓶原价2990元

活动价只需 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299元

时间仅限7天

订购热线：400-6564-626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万里）双 11刚过，当许多
人还沉浸在收获快递的快乐中时，网络诈骗却已悄然
开始浑水摸鱼。360 公司昨天发布的《2017 年双 11
中国网购安全专题报告》提醒，双11当日骚扰电话和
垃圾短信的拦截量达到了空前高峰，未来几天可能还
会迎来另一波网络诈骗高峰期，网民需加强防范。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提醒广大网民：所谓的“卡单”、
“掉单”、“交易异常”、“解冻
订单”、“异常订单处理”等词
汇全部都是诈骗专用术语，
淘宝、京东等正规电商的网
络交易平台上不会出现这些
词汇。此外，大家还要防范
二手交易诈骗、中奖诈骗和
虚假快递诈骗的陷阱。

当心，双11后
网络诈骗又起妖风

速读新闻，慢享生活

全国首批宫颈癌疫苗运抵重庆
有需求者可预约申请，接种不限户籍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
重庆晚报记者昨天从巴南区疾控中
心获悉，全国首批宫颈癌疫苗进入该

区。“首批疫苗今天上午10点到达巴
南，需要接种的市民可以通过网上预
约、电话预约，也可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进行现场预约。”巴南区疾控中心
主任颜尧雄介绍，首批疫苗共有1000
支，目前已分发至该区26个点。

据了解，不仅巴南区辖区居民
可以就近接种，其余各区县，有需求
的市民也可预约申请，接种不限户
籍需自费。

4363865130.9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713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5 17 19 32 33 +01 03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3注
11注
469注
159注

每注奖金
——
——

199420元
119652元
8189元
4913元

应派奖金合计
0元
0元

10569260元
1316172元
3840641元
781167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73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6 1 8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73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6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13日

1 3 6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731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11月13日

基本号码
01 29 27 11 12 26 07

特别号码
09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7133期

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期印发《民航
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设立

全国统一的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
要对因一般失信行为被记入信用记

录的人从严管理，对因严重失信行为
被记入信用记录的人实行联合惩戒，
采用多种手段从重处理。民航局政策
法规司司长颜明池透露，《信用办法》将
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 据新华社

明年起民航联手惩戒严重失信者

体育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通

知规定体育部门要积极引导场地管
理单位制定广场舞健身活动管理规

范，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
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因广场舞
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
课和居民正常生活。

据中新社

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禁止跳广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