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
仅需 4 颗种植体无需植骨；当天种牙、
当天戴牙冠，当天可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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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种好一口牙 过个好年享口福
指定韩国高品质种植牙大优惠新年狂欢砸金蛋享折上折

半口无牙10多年
不爱说话的他成了邻里间的“怪人”

在吕楠院长的诊室，75 岁的陈老先生特意从滨

江赶来咨询种牙。“我这牙都掉了10来年了，想请吕

楠院长给我诊断一下，出个治疗方案。”

陈老先生四十多岁时，就因为先天牙槽骨低密

度和长期牙周病导致上排牙齿全部掉光，几十年来，

他连续更换了好几副活动牙。“以前也没有种植牙，

一开始佩戴活动假牙时还能正常吃饭，但后来就有

了发炎和牙松动的问题，后来每副假牙的使用时间

实际都不长，因为挂靠牙掉了，又得重新做。”

由于上半口无牙，假牙又经常掉，陈老先生的饮

食状况很受影响。“性格都内向了，连邻居都觉得我

性格古怪，背后常议论。”

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牙
更适合高龄缺牙人 经济、便捷、舒适

年底了，陈老先生收到了子女的一份健康大礼

——帮他预约了康源口腔的吕楠院长种牙。

完成一系列口腔CBCT拍片、口内检查、身体健

康状况评估后，吕楠院长表示：陈老先生上半口牙槽

骨骨量流失严重，如果要做传统种植，需要结合上颌

窦提升和植入骨粉骨膜才能达到种植条件。对于陈

老先生这样的高龄缺牙老人而言，费时费力（约需要

一年疗程结束后才能恢复饮食），身体也可能不耐受。

陈老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种牙诉求：“不能太

贵，也不要太麻烦。”“这其实是大多数高龄缺牙者的

种牙诉求。”吕楠院长表示，对于缺牙多、牙骨薄，迫

切希望恢复咀嚼的老人而言，经济、便捷、舒适是他

们对种植修复方案的普遍要求，对此他建议陈老先

生选择“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牙”。

4颗植体支撑半口牙桥
当天种牙当天用 年前种出一口好“牙”

“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方案仅用4-6颗种植体

即可支撑半口牙桥。”

1月3日，陈老先生接受了种植手术，上午种牙，

下午就戴上了牙齿，术后 2 小时即可饮食。“陈老先

生所采用的‘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技术是目前比

较受欢迎的种植牙技术，很适合缺牙较多的老年人，

也是快速恢复一口好牙的推荐方案。”

吕楠院长介绍了“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的步

骤——通过口内 CT 扫描数据，在计算机上重建顾

客颌骨立体模型；然后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种植体嵌

入的位置、数量、种植深度等科学精准的手术方案，

简单地说，相当于给种植牙手术订做了一个“GPS

导航”，种植时，能有规划的避开神经、血管位置，让

手术更精细，种植过程更快捷。

韩国高品质种植牙4680元/颗
新年狂欢砸金蛋尊享折上折

为回馈广大市民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康源

口腔联手多家知名种植体厂家补助，多种项目让利

价，年终种牙活动再升级；活动期间，康源口腔院长

级种牙专家团开启年前绿色通道，院长亲诊手术。

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最近不少缺牙市民到

杭州康源口腔咨询，想赶在春节前把牙齿种好。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现在种牙，春节时候能

正常吃东西吗？

“如果是缺牙较多，又想要在春节享享口福，可以

选择半/全口微创即刻种植，该术式力学结构比较特

殊，对牙槽骨基础条件要求不高，一般手术当天就能

饮食。”浙江大学口腔医学硕士、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口

腔医学硕士、康源口腔创始人宣建平院长说，康源口

腔种牙专家团近期门诊量猛增。

本报记者 郑佳颖

电话报名即可享受以下福利：

1.提前报名预约到院可享新年狂欢砸金蛋一次，
“口福”好礼精彩呈现；
2.指定韩国高品质种植牙 4680 元/颗（含韩国进口
种植体、基台、爱尔创全瓷冠）；
3.指定瑞士种植牙 8500 元/颗（包含瑞士进口种植
体、基台、爱尔创全瓷冠）；
4.半口即刻负重种植牙6.5折（年前快速种牙推荐方案）；
5.赠送种植牙终身免费维护服务。

本报读者可拨打左上方栏目热线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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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彩 3D    
第 2021012 期 

     中奖号码： 9 0 6 
  

销售总额 58788364 元 

浙江销售 3538500 元，返奖额 1591227 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01 月 12 日 

 

 

 

奖  等 浙江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固定) 

直  选 1167 1040 元 

组选 3 0 346 元 

组选 6 2099 173 元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 14420 元 

福彩双色球 
 

第 2021005 期                       全国销量:359757108 元 

     浙江销量:28321222 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07 09 14 26 30 31 

奖池累计 8.0694 亿元滚入下期。 

本期我省中 1 注一等奖（宁波），2 注二等奖（台州、丽水各 1 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年 01月 12日 

 

 

04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一等奖 ●●●●●● +★ 14 注 6353946 元/注 

二等奖 ●●●●●●  76 注 311764 元/注 

三等奖 ●●●●● +★ 1515 注 3000 元/注 

四等奖 

●●●●● 

●●●● 

 

+★ 76343 注 200 元/注 

五等奖 
●●●● 

●●● 

 

+★ 1389048 注 10 元/注 

六等奖 

●● 

● 

+★ 

+★ 

★ 

9560127 注 5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012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1月月1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2,372,966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1,715,566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0 6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2,854注注 306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0注注 0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7,174注注 469注注 173元元

13,143,596.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12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1月月1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991,94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9 0 6 4 1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16注注 100,000元元 1,6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16注注 --- 1,600,000元元

423,226,998.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正选号码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特别号码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100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1月月12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278,208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 8 5 7 3 2 　　　　5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特等奖特等奖 0注注 ---
一等奖一等奖 0注注 ---
二等奖二等奖 5注注 16,702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35注注 3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2,030注注 2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25,532注注 5元元

48,164,176.8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0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1月月1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8,489,876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2 3 9 2 5 4 + 13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1注注 5,000,000元元 5,000,000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5注注 117,146元元 585,73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30注注 3,000元元 9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852注注 500元元 426,0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15,102注注 30元元 453,06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446,731注注 5元元 2,233,655元元
合计合计 462,721注注 --- 8,788,445元元

136,713,552.3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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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 4490877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0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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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奖   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中 5 连 4 0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283 737 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个号 11137 10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012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1月月12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26,66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4 05 09 12 14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04 14 12 09 05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5注注 3,034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403注注 5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5,349注注 5元元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0536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黎星舞蹈剧场舞剧《大饭店》
演出时间：2021年1月17日14：30 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元
演出人员：黎星、李艳超、谢欣、张娅
姝、胡婕等

演出剧目：瓯剧《狮吼记》
演出时间：2021年1月14日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100元
演出剧团：温州瓯剧团

演出剧目：保利·央华年度制作 连台戏
《雷雨》、《雷雨·后》
演出时间：
2021 年 1 月 23-24 日 14：30、19：30
演 出 票 价 ：1280、1080、880、680、
480、280、180元
演出人员：刘恺威、何赛飞、佟瑞敏、孔维等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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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间：2021年1月14日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100元
演出剧团：温州瓯剧团

演出剧目：保利·央华年度制作 连台戏
《雷雨》、《雷雨·后》
演出时间：
2021 年 1 月 23-24 日 14：30、19：30
演 出 票 价 ：1280、1080、880、680、
480、280、180元
演出人员：刘恺威、何赛飞、佟瑞敏、孔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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