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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专题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助理总裁、东南大区总经

理兼海南拜博口腔医院院长羊强：

“保险+医疗”
让口腔种植更加亲民

牙齿的松动、脱落是人类衰老的标志之
一，口腔种植是一项专业且前卫的技术，其在
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高昂的医疗费总
是让其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第五届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上，羊强
表示，泰康人寿保险与拜博联手推进医保有机结
合，实现“保险+医疗”“支付+服务”的跨界资源
整合，借助商业险和基础险种，让口腔种植费用
更家亲民。

羊强介绍，因为口腔种植业不是一次性的
医治，需要终身维护，每半年是一个维护周期，
加之其材料和维护成本的技术性较高，所以综
合性治疗费用偏高。

羊强认为，国外口腔种植费用甚至比
我国更高，但是因为有商业保险作为辅助，
个人支付成本就会降低。为普及口腔种
植，未来泰康拜博医疗集团将极力推进商
业保险+基础医疗的诊疗模式，减轻患者诊
疗负担。（策划/撰文小可）

海南拜博口腔医院连续5年举办国际口腔种植论坛

搭建国际口腔医疗技术交流平台
2012年，全国拥有100余家口腔医疗

连锁机构的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在海口成立
首家海南拜博口腔医院。

据了解，拜博医疗进驻海南前，当时海南
除了公立医院的口腔科，民营口腔医院只有两
家，成规模的牙科诊所也不到5家，其中很多是
只有二三张牙椅的牙科诊所，各市县口腔医疗
资源严重不足，患者口腔医疗需求量大。

羊强称，当时海南的高端口腔医疗还很
薄弱，经充分评估、分析，拜博决定依托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打造
高端口腔医疗。

专家资源是高端口腔医疗发展的根本保
障。面对口腔医疗人才并不充足的海南市场，
6年前，拜博带来了集团内优质医疗资源全国
范围内任意调配流动到海南服务的模式。

“可以说，现在的海南拜博口腔，足够
满足省内口腔疾病患者的需求了，基本上
实现口腔疾病患者无需出岛。”羊强说。

“一家医疗机构做好，并不会带来整个
地区行业的春天，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责
任，提升全岛口腔医疗技术服务水平。”羊强
告诉笔者，在确保自身医疗技术水平的同
时，海南拜博也将提升海南口腔治疗技术作

为自己的担当。
从2014年起，海南拜博每年都举行一

场高端学术论坛。论坛邀请国内外顶尖口
腔种植专家汇聚一堂，共同分享世界先进种
植牙技术的研究成果、前沿技术和先进经
验，为海南口腔医学界打造一场高端的口腔
学术交流盛宴，也为海南的牙病患者送来先
进的技术。

第五届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由泰康拜博口腔医
疗集团·海南拜博口腔医院、海南省口腔医学会主办；解
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海南医学院口腔学院、海南省非
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协办；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承办。

本次主讲专家包括在口腔界享有声望的中华口
腔医学会副会长刘洪臣教授；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执行医疗总裁/首席口腔正畸专家沈刚教授；泰康拜
博口腔医疗集团助理总裁/首席种植专家周磊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附属海口医院口腔中心暨海南省
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徐普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副
主任兼海南分院口腔科主任王燕一教授；中山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口腔科学科带头人/首席种植专家陈松龄
教授；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执行总裁/种植复杂病
例诊断设计中心（IDDC）总监黎强；泰康拜博口腔医
疗集团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心（IDDC）执行总
监/北京总院院长熊靖宇；彰化田中卓牙医诊所院长
卓瑞棠；西班牙牙周与种植专科医师Dr.Jose Navar-
ro；德国牙科医学博士编外讲师Dr.Sonke Harder；德
国种植协会 DGI 协会成员 Dr.Andreas van Orten、
韩国首尔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讲师/韩国翰林大学
颌面外科教授Prof.Byun Su Hwan。

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致力于推动海南省口腔种
植技术的发展，提升专业人员的诊疗技术，培养口腔种
植领域人才，通过学术交流、研讨、种植技术示范等形
式，以学术性、前沿性、实用性为原则，为海南省搭建起
了国内外口腔种植技术的交流学习平台，共同探讨口
腔种植上的新技术、新成果、新理念。

链接

11月3日，在海南医学院国
际学术报告厅内，第五届海南国
际口腔种植论坛如期而至。

本次论坛以跨界融合·创
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来
自中国、德国、韩国、西班牙等
国家的13名口腔专家汇聚于
此分享疑难病例，专家精彩的
演讲在海南数百名同行中引
起热烈反响。

这个论坛对于海南口腔
界而言已经不再陌生。连续
五年举办，已成为国际口腔医
疗技术交流盛宴。

“举办始于一份责任，发
展基于一份力量，期许行业春
天的到来。”论坛创始人——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助理总裁、
东南大区总经理兼海南拜博
口腔医院院长羊强如此说道。

”无论是海南拜博口腔医院还是海南国
际口腔种植论坛的发展，都受益于海南国际
旅游岛、自贸区建设的大方向，受益于海南
健康产业发展的大趋势。”羊强说。

海南重视健康产业发展，5年来，利好
政策越来越多，为民营医院发展以及国际交

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例如海南59国落地免签，使我们邀请国

际专家便捷了很多，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专
家到海南进行技术指导甚至就业。”羊强告诉
笔者，国际化诊疗服务需要有国际化人才进
驻，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每年举办论坛，不

仅仅是给省内口腔界人士提供学习的机会，同
时也是国际口腔专家了解海南的机会。

“此前有位国外专家，通过论坛来到海
南，非常喜欢这里。他到海南拜博口腔医院
参观，发现这里的硬件水平工作环境都很
好，与他现有的工作环境相似，所以他正在

积极与家人沟通，想能来海南工作。”羊强
说，医院正在逐步申请JCI认证，引进国际
医师，打造真正的国际化口腔诊疗平台。

另外，考虑到口腔治疗的周期性，海南
拜博也计划探索为国际患者制定治疗与旅
游相结合的医疗。

不收会务费、不收学员费，海南拜博从
第一届论坛开始，就令业内觉得有点“任
性”。

从第一届100人参会，四、五名国际业
内讲师，到如今第五届500人参会，13位国
际知名讲师，海南拜博初心未改，一步一个
脚印搭建起一个海南本地国际口腔医疗技

术交流平台。
“近十年来，口腔种植医学在国内快速

发展，海南医学院口腔学院学生每年报名人
数不断上升，培养出的很多口腔临床医师，
在毕业后都选择从事口腔种植治疗工作。”
海南医学院口腔学院院长贺小宁称，海南拜
博口腔医院举办国际性的口腔种植论坛，为

我省口腔专业学生、学者提供了一个大型、
国际化的交流学习平台，为我省口腔技术和
医生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努力。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称，
我省口腔种植技术逐渐成熟并向更高水平
迈进，但仍需不断学习和探索，制定新的发
展方向，提高种植的精确度和美观度，满足

人们对技术、美观和低费用的要求。
“每年的论坛，都为我们呈现更多的口腔

种植前沿技术和理论信息，推动本岛医生与
国际口腔同行学习和交流，进一步促进口腔
种植学的发展，提升医疗技术人员诊疗能力，
更好地为提高人们的口腔健康水平服务，造
福广大群众。”该负责人说。

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刘洪臣：

让海南成为
口腔种植技术培训基地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出台，健康
中国、健康口腔概念愈发深入人心，全面小
康，基础是全民健康，全面健康的基础是口腔
健康。

刘洪臣表示，健康中国就是要全民健康，
口腔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我国居民健康手则
中，首先强调的是健康口腔，口腔的健康已被
提升到国家层面。

刘洪臣说，口腔健康与心血管系统、呼
吸消化系统等全身健康密切相关，推动健康
中国，保证全面健康，首先要保证口腔健康，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口
腔健康。健康的口腔对呼吸消化，语言发
音，面部美观，甚至全身功能都可以起到积
极的作用。

刘洪臣表示，海南口腔种植论坛已经连
续举办了五届，学术水平越来越高，得到了专
家的认可，已经成为海南口腔种植的品牌会
议，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希望海南国
际口腔论坛继续办下去，争取把海南办成一
个口腔种植技术的培训基地。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执行医疗总裁、

首席口腔正畸专家沈刚：

着力提升海南口腔
正畸水平

口腔正畸即大家所说的“矫正牙
齿”，正畸就是矫正牙齿、解除错牙合畸
形。正畸主要研究错牙合畸形的病因机
制，诊断分析及其预防和治疗，正畸可以
达到美观牙齿的功效。牙齿是否整齐、
完整、美观不仅关系到人的正常生活也
关系到人的面部美观与否，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口腔正畸被越来越
多的人追捧。

在这次论坛上，口腔正畸专家沈刚表
示，当下，众多的全科医生都在做口腔正
畸，正畸的专业性比较强，这次论坛学术气
氛非常浓，很多新的理念和技术在这次海
南的论坛上得到释放，而泰康拜博正畸团
队的技术水平实力不俗。

对于下一步的计划，沈刚表示，未
来，泰康拜博正畸团队将加大其集团资
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在更深层次上提升
海南口腔正畸的医疗水平，尤其是海口
的诊疗水平。

泰康拜博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学术委员会顾问周磊：

数字化技术
将革新口腔种植技术

周磊表示，口腔种植技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以后渐渐成熟，我国种植技术伴随国内经济水平
的飞速发展，逐渐实现了与国际的同步。不仅如
此，我国大量的临床病例，为我国口腔种植技术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手术方法，使得我
国口腔种植甚至某些领域实现了国际领先。

“新兴材料、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尤其是数
字化、互联网、大数据在口腔种植中的大量应
用，实现种植的规范化、标准化、微创化的步伐
将会越来越快。”周磊介绍，数字化的今天，不仅
假牙等材料的生产开始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
术，甚至一个具体病例的诊疗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数字化实现国内国际专家的同步会诊。

口腔种植的数字化技术将带来临床的三大
革新，即规范化、标准化和微创化。首先，实现
口腔种植诊疗数字化后，口腔医师可以在诊疗
导板的指引下操作和诊疗。其次，在数字化指
引下，实现治疗趋同标准化。此外，在数字化的
动态和静态的引导下，可有效地实现微创化。

泰康拜博IDDC疑难种植中心总监黎强：

泰康拜博力推
行业与国际接轨

为期两天的第五届海南国际口腔论
坛不仅为与会者指出了未来口腔种植的
技术发展方向，还带来了众多新技术和特
色诊疗手段，与会的黎强感慨会议时间过
短。他表示，此次论坛的学术氛围很浓
厚，国内外专家此次交流的疑难病例的技
术，可以帮助众多患者减轻病患之苦。

说到未来泰康拜博口腔种植在海南
的发展规划，黎强说，泰康拜博将依赖集
团整体化的资源优势，加大资源共享，尤
其是一些与国际接轨的技术，如缺骨穿颧
种植、舒适化种植等优势技术，推广到海
南拜博，以此推进海南口腔种植行业的发
展。

黎强表示，泰康拜博医疗集团一直致
力于推动口腔种植行业技术的交流与推
广，今年1月，该集团还举办了全球口腔种
植界大咖参与的口腔种植发展论坛，该论
坛对中国口腔种植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实现了国内口腔种植技术与国际
的接轨。

定位国际化口腔医疗服务 连续5年举办国际论坛

借力健康产业发展 提升海南口腔种植技术水平

积极引进国际人才 打造国际口腔诊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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