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社区梦想课堂

9月7日9：30-11：00

9月13日15：00

公开梦想课堂和流动梦想课堂

9月16日14：30

9月23日14：30

课程内容

爱生活课堂——日常生活知识讲座

文化艺术课堂——“语言的艺术”讲座

科普课堂——现场讲座 《贺龙在西南》

文化艺术课堂——现场讲座 《中国孝文化》

主办单位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
电话86191331

南岸区海棠晓月社区
电话62954770

渝中区图书馆 电话63928812

渝中区图书馆 电话63928812

地点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大公馆社区会议室

南岸区海棠晓月社区会议室

渝中区图书馆七楼学术报告厅

渝中区图书馆七楼学术报告厅

重庆晚报讯 （特派天津记者 李
卓然）短跑赛道无疑是全运田径场最吸
引人的风景，前晚的百米飞人大战，谢
震业力压第一个破十的中国选手苏炳
添以及最后一次出战全运会的张培萌，
加冕新飞人。

十三届全运会田径大项日前拉开
帷幕，人们总说田径是体育之母，那么
短跑则是田径皇冠上最亮的明珠。不
过今晚来到男子200米的赛场，谢震业
必须面对多名劲敌的挑战，其中重庆选
手别舸可能是最有力的竞争者。昨天
上午的200米预赛，别舸发挥正常，20
秒79的成绩足够他进入决赛，这一成绩
排在所有选手的第3位，好于谢震业的
20秒97。重庆速度的最新代言人，能否
突破自我，跟新的中国百米飞人一较高
下？今晚在天津水滴体育场的这场短
道大战，即将给出答案。

重庆速度挑战新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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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抽奖让生活 下来慢

为迎接29个全国爱牙日，真切关心缺牙市民
全城征集有牙缺失的市民，种牙可享援助

本次9·20爱牙公益行动，重庆市老年学
学会科学养生专委会主办的为迎接第29个全
国爱牙日，旨在帮助民众真实解决“看牙难、看
牙贵、看牙疼”的难题，帮助牙缺失市民摆脱食
不知味的生活。全城征集：单颗、多颗牙缺失、
半口、全口牙缺失，都可拨打健康热线
68160686申请援助，同时本次活动还邀请到
国际种植专家团亲临山城，帮助山城缺牙市民
在舒适无痛的情况下，种下一口坚固耐用的真
牙。此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仅限9月，值得提
醒的是，80岁以上并且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
病、高血压的老年朋友不适合做种植牙，建议
报名申请活动假牙的援助活动，申请专线：
68160686。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缺一颗牙伤全身
缺牙患者不能拖，赶紧来电咨询如何种牙享援助

第29个全国爱牙日的主题依旧是：“口腔
健康、全身健康”，由此可见口腔健康的重要
性，我们成年人应该做到定期检查口腔健康，
三个月或者半年检查一次。预防口腔疾病及
时治疗是关键，特别是缺失1—3颗牙的市民，

应该及时把牙种上，避免因此造成全口牙缺
失。本次9·20公益爱牙行动针对牙周病患者、
单颗牙缺牙者、多颗牙缺失者、半口/全口牙缺
失这、活动假牙不适者、牙齿畸形者，提供了多
项爱牙行动：指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假牙更
换最高补贴3000元等，这些人群爱牙都可申
请到相应的援助。如有牙龈出血、肿痛、牙齿
松动、发炎等，都可热线报名，早做口腔检查，
预防牙周病，避免牙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选择更换全新技术BPS全口活动义齿，则可
享最高3000元补贴。

国际种植专家团亲临本次活动
牙博士适合亚洲人的种植技术，种一口“长寿
牙”享晚年

缺牙不仅嚼不动吃不香，引起口臭、龋齿，
严重时导致脸部塌陷，引发全身性疾病，杜绝
缺牙危害应及时种牙。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
国际种植牙专家团助阵，带来适合亚洲人的3D
数字化种植技术，微创无痛，出血少，特别适合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者，凭借“快、准、
精、微、恒”优势，种好的牙更能媲美真牙的优
势。现在报名不仅可享国际专家亲诊，还可免
CT全景片费用、免种植方案设计费用，赶紧拨
打热线68160686报名吧。

各大媒体联合市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委会启动920爱牙日关爱口腔特别行动

通知：牙缺失患者今日起种牙可申请特别援助！
此次活动由重庆各大媒体全程监督种牙有保障更安全

指定种植体第二颗免费，假牙更换最高补贴3000元，国际种植专家亲诊，活动申请专线：68160686

特别行动一：全民口腔健康免费普查

爱牙专线：

023-68160686

特别行动二： 关爱牙缺失种植体第二颗免费

特别行动三：活动假牙更换，最高享3000元补贴

普查项目（原价：990元，现价0元）：
◆ 建立牙齿健康档案 ◆ 内窥镜全口检查
◆ CT片检查 ◆ 口腔全景片检查
◆ 牙菌斑检测 ◆ 牙周病检测
◆ 蛀牙危险度检查 ◆ 名家方案设计、会诊

适用人群：牙龈出血、牙齿疼痛、松动、牙周
溢脓、口臭等有牙周疾病的人群

◆ 凡多颗、半口/全口牙缺失，均可申请由
活动指定口腔机构提供的指定种植体第二颗
免费援助

适用人群：单颗牙缺失、多颗牙缺失、半
口/全口牙缺失人群

温馨提醒：更换BPS全口活动义齿可享最
高3000元补贴

适用人群：假牙松动、不适、异物感强、使
用时间过长等佩戴活动假牙者

特别行动四： 牙齿矫正享援助
适用人群：牙列不齐、龅牙、地包天、虎牙

等牙齿畸形者

“请问做种植牙都可以享受你们的援助吗？”“我想找你们的国
际专家看牙，请问也可以享受援助吗？”“我只是想换下我的活动
假牙，请问有没有援助呢？”最近，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缺牙市民
打电话到咨询关于本次关爱口腔特别行动的援助事宜。针对缺
牙市民的这些问题，专门采访了本次“第29个全国爱牙日公益爱
牙特别行动”的承办方：重庆牙博士口腔医院及牙博士诚嘉口腔
医院，将对就这些问题做深度解析，希望能帮助缺牙市民能够在
爱牙月的活动期间申请到援助，种好牙，享口福。

天天630主持人陈力、重庆电视台主持人韩放号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阿尔雷多•罗萨蒂
口腔种植医学博士 教授
意大利国家牙科研究院首席种植
牙专家
牙博士诚嘉口腔医院国际飞行专家

李荣 种植专家
重庆牙博士口腔医院种植主任医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毕业

徐孟辉 种植专家
牙博士诚嘉口腔医院种植首
席技术专家
哥伦比亚大学种植牙成员

梁桂植 种植博士
重庆牙博士口腔医院韩方技术总监
韩国圆光大学齿医学博士
日本OGASAWARA种植研究所进修

爱牙月特别行动

重庆晚报讯（记者 范圣卿）重庆晚
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我市今日各地仍
将持续降雨天气。其中，中西部及东北部
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9日前后，
我市还将出现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
专家提醒，由于近日连续下雨，市民开车
出行时，请看好路况，小心慢行。

主城天气预报：

5日：中雨，21～24℃。
6日：阵雨转阴天，21～26℃。
7日：阴天间多云，22～28℃。

今日有雨出门记得带伞

重庆晚报讯 （首席记者 李琅）昨
天，重庆晚报记者从南川区政府、区高速
公路建设指挥部获悉，南两高速公路已进
入正式施工阶段，主城前往金佛山、山王
坪、神龙峡避暑休闲，新增自驾新线。

据介绍，南两高速，这条连接南川区
与两江新区之间的高速新线，特色在于
省时，车程只需50分钟。这条高速起于

南川区大铺子与G65包茂高速公路相
接，经南川区北固、福寿、石溪，涪陵区龙
潭、增福、新妙与沿江高速公路相连，穿
越东温泉山，与长寿支线相接，止于渝北
区洛碛镇的刘家湾，与重庆三环高速公
路合川至长寿段终点相接。全线按双向
四车道设计，设计时速80/小时公里，全
长约77.678公里。“现在从南川区自驾到

两江新区，需经渝湘高速进入巴南区，通
过绕城高速渝湘立交进行转换，再经绕
城高速一路北上，过迎龙、果园港、复兴、
龙兴等地后才能进入两江新区，相当于
是绕了一个大弯道，正常通行时长在1.5
小时以上。”项目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建
成后，南川区到两江新区自驾车程只需
50分钟。

主城到南川再添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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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梦想课堂9月课程

2017年梦想沙龙9月活动
时间

9月8日

9月16日

9月17日

9月23日

9月30日

课程内容

【筑梦课堂】油画课堂

【逐梦分享】手工工坊分享会

【逐梦分享】我的萌猫行

【筑梦沙龙】烘焙工坊分享会

【筑梦沙龙】月饼礼盒制作

主办单位

博来居书吧
电话62619061

http：//weibo.com/
207728444

地点

博来居·星光店（协信星
光时代广场2F-008）

4188619607.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710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19 20 24 29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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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0注
53注
15注
578注
221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
173350元
104010元
5881元
3528元

应派奖金合计
20000000元

0元
9187550元
1560150元
3399218元
779688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重庆市）
第1724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1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712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3 0 0 3 3 1 3 0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重庆）
第1712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3 0 0 3 3 1 3 0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712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2 3 0 1 0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9月4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724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1 7 0 3

5 9 1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724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9月4日

基本号码
29 09 04 25 14 22 17

特别号码
11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71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