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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爱好者爬到山腰后腿脚发软不敢动

无人机投绳索百米绝壁救驴友
本报讯 （记者万勤 通讯员李雨生 何
培）一驴友在花山攀岩时，爬至百米绝壁体
力不支，趴在绝壁树干上打电话让母亲找人
来救，民警接警后用无人机抛下绳索将其救
下。
13日中午12时30分， 一女士哭着打电
话向武汉市公安局东新分局花山派出所求
助， 她的儿子小柯被困在白羊山一个绝壁
上，无法脱身，小柯被困的具体方位她还不
清楚。
值班民警史雪荣要来小柯电话号码
互加微信，通过微信定位，在白羊山一绝
壁找到了小柯。 该山南面为垂直绝壁，高
约数百米，小柯趴伏在绝壁上的一棵小树
上，情况十分危急。 见到民警，小柯十分激
动，高声呼救。 史雪荣一边嘱其不要激动，
避免失足，一边寻路上山救人，怎奈山陡、
石松，史雪荣与辅警试了几次，都无法爬
到绝壁上救人。 他只好联系派出所无人机
中队，携带无人机火速前来支援。

无人机中队赶到现场，测
定风向，系好绳索，在无人机
操作员准确操纵下， 最终精
确地将救命绳索送到受困者
面前。 小柯将绳索解下，系在
绝壁小树上， 借助救命绳索
慢慢顺崖而下，安全脱险。
经了 解 ，32 岁 的 小 柯 家 住
青山，是一名攀岩爱好者，经常与
全国各地驴友一起攀爬高山，挑战自我。
以前上大学时他曾路过白羊山，知道那里
有一处绝壁，决定试试自己的身手。 事发
当天，他骑车独自来到白羊山，徒手开始
攀登绝壁。 爬至半山腰时，他感觉体力不
支，回头往下一看，脚下悬空，离地面足有
百米高，几乎成垂直角度，他吓得魂飞魄
散。 再加上耳旁呜呜风声，两腿发软的他
根本不敢抬脚， 瞅准绝壁上一棵小树，他
用尽最后一丝力，爬过去，趴伏在树干上，
打电话让母亲快速报警求救。

左上图：民警在无人机上系上救命
绳索。 下图：无人机带着绳索飞上
高空寻找受困者 通讯员李雨生摄

江岸交警查扣两辆“黑校车”
行驶轨迹。 12日清晨，江岸交警在岱山
工业园附近查扣了这两辆黑校车。 经
查，两车均无校车资质并涉嫌改装运送
学生。 其中一辆核载7人的五菱面包车
内挤进了20名小学生， 为了多装人，司
机竟将车内座椅拆除，摆放木箱供学生
乘坐，没有一个学生系安全带，一旦出
事后果不堪设想。

吴家山城管依法拆违建
本报讯 （记者柯美学 通讯员袁燕
张耕）一楼住户在学校大门旁打围，私建
院墙，圈约40平方米的空地。 昨天，东西
湖区吴家山城管执法队依法拆除了这处
违建，恢复学校周边秩序。
一周前， 吴家山城管执法队接到市
民投诉： 有人在吴家山第二小学大门口
旁边，建院墙圈空地。 城管执法人员现场
调查， 发现这是一楼有住户以装修的名
义打围。 随后，这户居民在围挡内私建院
墙，围起约40平方米的空地。 因当事人无
法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城管下
达了《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责令停工
并限期恢复原貌。
昨天， 执法人员发现该处违建不仅
没有自拆，反而趁周末抢建。 执法队立即
组织相关人员，强制拆除这处违建，恢复
了校门口道路秩序。

司机玩“魔术”变造车牌

危险！ 7座面包车塞进了20个小学生
本报讯 （记者梁爽 通讯员钱小
军）面包车核载7人，却塞进了20名小学
生，昨天江岸交警通报，面包车驾驶员
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9月份开学以来， 江岸交警发现岱
山工业园附近时有超载的黑校车出现。
交警通过视频追踪和“车控网+”平台，
获取了两辆黑校车接送学生的证据及

有人在学校大门旁圈地

经查，李某，汉川人，9月1日开学以
来驾驶非法改装的面包车，非法从事校
车包车业务。 李某固定收取每名学生
200元，搭载的学生都是其村子的邻居。
民警现场从其驾驶室内搜出小账本，记
录9月已收取16人共计3200元。 12日下
午，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被江岸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交警慧眼逮住造假者
本报讯（通讯员丁其刚 张斯培 丁
珮 记者梁爽） 襄阳籍司机玩“魔术”将
车牌字母“F”变造成“A”、数字号码“8”
变造成“6”以逃避车辆交通违章电子眼，
却被东西湖交警慧眼识破。
9月12日上午10时许，东西湖区交通
大队执勤交警陈浩等人在107国道五环
路 交 通警 务 执法 服务 站 附 近 路 段 执 勤
时，发现一辆车牌尾号为616的红色大货
车车牌有异常之处， 交警陈浩检查货车
时发现，该车辆地区号牌字母“A”被磁铁
吸在原车牌地区 字母“F”处 、车牌 号 码
“6”被磁铁贴在原车牌数字“8”处，此号
牌系人工变造的车辆假号牌。 昨天，司机
张某被处以驾驶证一次记满12分， 罚款
5000元的处罚，并行政拘留10日。

中科发展研究院爱牙月特惠 让江城百姓都种得起好牙
“一日得”搞定多年缺牙痛 满口好牙任性吃！ 吃！ 吃！
养生滋补 有口好牙至关重要
随着种植牙技术的不断发展， 种植
牙以其不伤害邻牙、 能让患者更好地恢
复咀嚼功能， 帮助消化吸收等优势越来
越被市民所接受。 日前，随着江城天气渐
凉，进补的极佳季节已经到来，不少缺牙
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咨询种牙， 武汉
维尔口腔又迎来了种牙小高峰。
张大爷缺牙多年， 换过几副活动假
牙，但咀嚼总是使不上劲。 不仅吃啥都要
家里人为他单独开“小灶”，而且各种营
养滋补品必须炖得软烂绵糯才行。“再好
的食材煲久了都会破坏营养成分。 ”李大
爷一语道出种牙的缘由，“现在种上了好
牙，没有异味，也不在嘴里乱晃荡，吃啥
都没得问题了。 ”

当天戴牙当天啃苹果
“一日得”植牙轻松得满口
早晨来还缺着牙，晚上就戴上了，预
期变成了现实， 让不少走进维尔的缺牙
患者感受到“一日得”种得真的很轻松。

全口、半口缺牙、牙齿松动
戴活动假牙不适新办法

种下4颗牙根 日得一口好牙

传统栅栏式
种植牙：种植体颗
数多， 费用高、对
牙槽骨条件要求
苛刻，需植骨手术
及术后愈合、戴牙
冠等待时间长。

一 日 得 4W 植
牙术：仅需4颗种植
体当
“
桥墩”即可架
起整副“牙桥”，无
需植骨；当天种牙、
当天享好口福。

合、戴牙冠的长时间等待，从而实现了当
天种牙，当天戴冠，当天即享美食。

儿女行动越早 父母受罪越少

昨天， 中午新种上牙的一位78岁的患者
当晚便成功戴上了牙，开始啃上了苹果、
小饼干。“很多医生都说妈妈的牙骨太薄
了种不了， 没想到李院长轻轻松松就解
决了！ ”一位成功为母亲种上牙的市民来
电表示：“种上的牙就像‘长’在嘴里的牙
齿，妈妈都惊呆了！ ”
武汉维尔口腔李双院长指出，“一日
得”植牙技术通过在牙骨上2斜、2竖种下
4颗植体，在20-40角度内，呈W形状植
入牙槽骨， 然后在种植体的基台上安装
“拱形连桥”牙冠，从而不仅稳固、均衡受
力， 而且所采用的种植体颗数少， 费用
低、 特别是像该患者牙槽骨条件差的情
况也同样适用， 无需植骨手术及术后愈

专程请假带着父母来武昌种牙的市
民告诉笔者：“我父母患了牙病， 他们在
忍，我们做儿女的却不能忍。 我们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让父母不再忍受牙病的折
磨！ 老爷子牙骨太薄，去了好多家医院都
说种不了， 现在听说中科发展研究院的
“一日得”植牙技术可以成功解决，终于
等到了。 通过提前几天的专家号预约，不
仅一下子减免了五项治疗费， 而且种三
颗还只需交两颗的钱，简直太划算了！ ”

你的父母急需紧急植牙么？
1 单颗多颗缺失：吃什么都塞牙，边
吃饭边剔牙，牙缝越剔越大越塞牙。
2 全口或者半口牙缺失： 吃饭靠牙颌
一点点磨，牙槽骨严重吸收，面容凹陷。
3 牙齿松动：用手指头轻晃摇动，牙
齿出现明显松动。
4 活动假牙不适的人群： 嚼东西刺
激牙龈，出现牙龈疼痛、红肿；口感不适
恶心或呕吐；冷热酸痛无法感知，咀嚼无
力、嚼不烂、影响肠胃。
5 多次传统义齿失败者： 活动假牙
松动、不牢固，每隔1-3年就要更换。
6 烤瓷牙失败者： 传统烤瓷牙出现
牙龈红肿、黑线，萎缩、牙根暴露等现象。

即日起，打进电话预约患者不仅可享受韩国种植牙3980元的超低折扣价（仅限
前50名），还有5重好礼等你来领：
1、种植牙种3颗免1颗，种6颗免2颗费用；2、“一日得”种植享8折优惠；3、成人正
畸8折优惠，最高领6000元惊喜大礼包；4、牙齿美容贴面7.8折；5、挂号费、CT全景
拍片费、专家诊疗费、设计费、牙冠加工费等5项费用全免。
报名电话：

027-87261118

不是每家种牙机构都能做一日得 认准“一日得”注册商标
近期， 随着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
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发展院）口腔研究
中心“一日得”植牙技术的宣传推广，也
引来一些不法商家机构也模仿抄袭诱骗
消费者， 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带
来严重危害。 打击山寨技术，我们绝不姑
息， 中科发展院及维尔口腔联合律师发
布声明， 如有消费者植牙上当受骗请联

系我们，我们义务无偿协助维权，对不法
机构和山寨技术医生进行严厉制裁。
一看商标:“一日得” 植牙技术获得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许可， 商标注册
单位为中科发展院合资品牌北京维尔口
腔医院有限公司。
二看授权：维尔口腔获得中科发展院
口腔医学研究中心独家授权，维尔口腔全

国四十家连锁均能提供书面授权手续。
三看专家：做“一日得”手术专家，均
有以刘志杰院长、李双院长为首的中科发
展院口腔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专家认证。
维尔爱牙热线：

027-87261118

现场报名地址：武昌区中北路龙源国际广场A座二楼维尔口腔（地铁楚河汉街站B出口，出站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