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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之约 13

官司打赢，还剩20余万没执行到位

“周二之约”牵线院长和市民
约定周四见，了解案情，并督促办理
武汉晚报讯 （记者夏晶 通讯员李
金星）杜先生之前在武昌法院打赢了官
司，法院判定被告偿还他30余万元。 法
院执行了约10万元，可后来杜先生自己
忙去了，也没催促这个事情，钱也就迟
迟没有执行完。 杜先生打来电话，希望
武昌法院能加大执行力度。
6月12日， 武昌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任永开在做客“周二之约”时，与杜先生
约定周四见面详谈案情。
原来杜先生之前看到朋友吴某生
意困难，就借了他30多万元，可谁知吴
某迟迟不还钱，没办法，杜先生将其告
到法院。 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吴某偿还
杜先生30余万， 随后案件进入执行阶

武昌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任永开

段。
杜先生说，之前武昌法院执行法官
也做了大量工作，并从吴某工资卡中划
扣偿还，一共偿还了近10万。 随后吴某
没钱，并以各种借口避而不见，武昌区
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了强制措施，将其拘
留了15天。 谁知这之后吴某竟干脆不见
人了。
“我是星期一看到报上刊登的周
二之约预告， 说是有武昌法院的副院
长做客， 这才想到打个电话问一下这
个情况。 ”杜先生说，他刚刚得知一个
线索吴某注册了一个烧烤商标， 有好
几家餐馆用这个商标在经营， 杜先生
想向法院提供这一线索， 不知道有没

有用。
得知杜先生的案子后，任永开副院
长首先表示，如果确定对方以本人的名
字注册了商标，那么商标确实是可以拍
卖的。
因为杜先生不记得自己案件的编
号，也不知道目前自己案子的执行法官
叫什么名字，所以任永开副院长跟其约
定，就在本周四，杜先生带齐资料，到武
昌区法院， 由任副院长面对面的接待，
了解案情，并督促办理。
得知能和任副院长面对面，杜先生
非常开心， 他说周二之约的栏目太好
了，真的帮大家解决法律问题。

/ 热线问答 /
大伯在我的猪圈上盖房算谁的？
祁女士：我的老房子是有土地证的，
早前我在老房子前的空地上盖了一个猪
圈，因为一些原因，就没养猪，一直空着
了。 后来大伯找到我，跟我商量出钱在猪
圈的位置盖一栋房子起来，我答应了，房
子盖了起来，我们两家一起住，但房子是
以大伯的名字在村里登记的门牌号等。
谁知现在这个房子要拆迁， 虽然没有两
证，但还是有一定补偿，可大伯拿走了全
部拆迁款，我想知道，既然是在我的猪圈
上盖的房子， 这房子的拆迁款我有没有
份？

任永开：首先要搞清楚一个事情，祁
女士盖猪圈的这个地方， 祁女士有没有
使用权，或者有没有在村里进行过登记。
如果没有， 那么一开始祁女士盖的这个
猪圈就不受法律保护。 而后来大伯加盖
了房屋，大伯去村里登记过，那么大伯确
实有这个房子的使用权， 所以大伯拿走
拆迁款也是有理的。 因为是一家人，这个
事情还是可以再自家协商一下。

我的房子被外甥占用能要回来吗？
邹先生：我有一套两间房的平房，在
村里都登记了的。 后来我妻子没跟我商

量，就借给她姐姐的儿子结婚住。 这个我
都不追究了， 可是后来我这个外甥也从
这两间房子搬了出去， 然后把这两间房
子租给别人了， 租金是我外甥他们家拿
走了。 这我就不愿意了，让他们把房子还
给我，可他们不还，我就想知道，怎么样
才能把我的房子要回来。
任永开： 这个房子如果在村里备案
了， 那么邹先生应该是拥有这个房子的
使用权和居住权。 那么亲戚肯定是不能
占用的。 首先双方应该协商解决，如果解
决不了， 邹先生可以到辖区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对方腾退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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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 10分钟“落齿重生”
北京维尔口腔武汉分院

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

10分钟种好两颗牙
维尔院长张良种牙频频获赞

“就因为前两日啃骨头磕掉了两颗
大门牙，不仅眼睁睁地看着满桌子菜，别
人吃嘛嘛香，自己却什么美味都吃不了，
而且这两天逢上个三朋四友还得捂着嘴
‘陪’着笑。 ”昨日，这位在北京维尔口腔
医院武汉分院成功种牙的市民表示，“买
东西认名牌，种牙也得选专业名牌机构，
嘴巴不是试验田。 维尔口腔全国连锁，来
维尔口腔找张院长种牙，不会后悔！ ”
昨日， 提前预约了张良院长的这位
市民不仅享受了种牙超级巨惠， 而且仅
仅花了10分钟， 该市民的两颗门牙便奇
迹般地“长”出来了。“总感觉还没开始，
牙椅还没躺热，这种牙就结束了！ 种上的
牙根就像“长”在嘴里的一样，你说稀奇
不稀奇！ ”

更快、更好、更安全的种植
让你当天恢复正常饮食
很多缺牙患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随
着岁数大了，吃啥都不香。 戴活动假牙，
发现它难受、别扭、清洁麻烦，更重要的
是：它完全没有真牙那种咀嚼的感觉！ 一
位在维尔口腔刚下牙椅， 便已经啃上苹
果的老爹爹表示，“我之所以想种‘一日
得’，就盼望能真的吃啥都香！ ”
张良院长介绍到， 维尔口腔现借助

3D技术进行数字化精准力学设计， 种植
牙医生能快速掌握患者口腔情况的精准
数据，包括牙槽骨的高度、宽度、厚度、密
度数据，要求精确到微米级，利用牙根与
牙根之间的牙槽骨作为植体的植床，避
开密集的牙神经，计算出4个符合人体工
程学的种植点位，实现预期的咬合度、匀
力度、舒适度，当天便能安装“拱形连桥”
仿真牙冠， 让许多半口全口缺牙的市民
都能实现“即拔、即种、即用”，当天种牙，
当天就能戴牙回家吃东西的愿望。

树种植牙行业标杆
高龄老人缺牙也能放心种
“目前，我们维尔口腔做过的最高龄
种植牙患者是93岁。 ”由于老年人身体耐
受力、新陈代谢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对
种植速度、 医生的熟练度和经验水平都
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高龄种植一度被称

为种植牙中的“硬骨头”。
据悉， 目前维尔口腔种植专家团种
植一颗牙齿，平均耗时在10分钟以内。 据
张良院长介绍，提升种植速度，缩短了创
口暴露时间，可以减少出血量，最大限度
保留骨组织活性， 有利于中老年缺牙患
者后期的骨结合， 使种植牙长得更快更
牢， 用 得 更久 。 维尔 口 腔 集 中 四 大 团
队——
—种植牙团队、美学修复团队，牙周
团队，牙模高级技工团队进行倾力合作、
共同设计方案，优化每一项步骤，真正实
现快速种牙，快速戴牙。

植牙前 有三看
认准“一日得”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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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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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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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热线027-87261118
免费福利抢先约
即日起凡在维尔口腔种植牙齿， 可享
受种植牙多项补贴，凡想了解种植牙的市民
均可拨打爱牙热线：027-87261118，5重
好礼免费申领：
訛 挂号费、CT全景拍片费、专家诊
譹
疗费、设计费、手术费用全免
訛 种植牙7折，一日得8折
譺
訛 牙齿矫正8折，最高送6000元大
譻
礼包
訛 牙齿美容贴面8折
譼
訛 免费清洗假牙，假牙置换种植牙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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