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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拜博医疗集团助理总裁、
东南大区总经理兼海南泰康拜博
口腔医院院长羊强：

希望论坛促进优秀
口腔人才培养

在第六届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上，
羊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数字化技
术、互联网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口腔种植技
术的快速发展，如何满足人们对口腔医疗

服务的高要求、如何推动口腔种植循证医

学的新发展，成为海南的口腔医疗从业者

和口腔医疗机构面对的共同问题。

羊强表示，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一

直以来积极促进口腔行业的学术发展，自
2014年起至今，已在海南连续举办了6届
的国际性学术交流论坛，为海南搭建起了
与世界口腔学术交流的沟通学习平台，推
动了海南省口腔种植技术发展。他希望，
论坛能够为海南口腔医疗从业者提供更
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口腔人才。

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助理
总裁、首席种植专家周磊：

着力推进海南口腔
种植水平

近几年，口腔种植在国内外都得到了
迅猛的发展，已经成为广大缺牙患者治疗
失牙的首选。

在本次论坛上，首席种植专家周磊表
示，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汇聚了很多

国内外出色的口腔种植领域专家，为促进

口腔种植发展搭建了沟通学习的桥梁，希

望参加论坛的广大同行能在这次国际交

流学习的平台中，满载而归，学到更加有

用的知识和技术，为广大的失牙患者提供

更好的治疗和服务。

周磊表示，作为全国连锁品牌，泰康

拜博口腔在全国有200多家医疗机构，分

布到50余个城市，集团历来注重新技术、

新项目的引进和开展，注重临床治疗的规

范和创新，集团将通过论坛作为载体，着

力提升海南口腔种植的水平。

海南医学院副院长吕志跃：

口腔医疗从业者
要及时“充电”

吕志跃认为，在当今科技创新的时
代，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不断
更新迭代。口腔医疗从业者要紧跟时代
的步伐，及时完善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才
能不断找出新的诊疗办法，为患者解决各
式各样的口腔疑难问题，让患者享受到更
先进的修复技术。

“如今，发达的医疗设备、创新的医
疗技术大量出现在这个时代，80岁还能
满口牙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触手
可及的事情。”吕志跃表示，种植牙技术
的出现，无疑是让许多缺牙人士找到了希
望，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多岗位和人才发
展方向，海南医学院每年填报的口腔医学
专业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未来将为社会培
养出更多口腔临床专业学生、护士和医
师，为我国逐年递增的口腔种植治疗需求
的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专业人才和口
腔医疗服务。

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刘洪臣

将论坛打造成
一张靓丽名片

刘洪臣表示，缺牙是一个很严重的口
腔问题，而目前口腔种植是最好的、最理
想的口腔修复方式，是最接近自然牙列的
方式。相信不远的将来，口腔种植应该成
为口腔医生掌握的一项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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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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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连续举办了六届，对促进海南口腔种
植的发展乃至全国口腔种植的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海南国际口
腔论坛继续办下去，办成海南口腔品牌
的一张靓丽名片，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
口腔品牌。

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连续6年举办国际口腔种植论坛

促进口腔医技交流 培养行业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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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由

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海南泰康拜博

口腔医院、海南省口腔医学会联合主

办，海南医学院口腔学院、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分院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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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总裁、

学术委员会顾问、首席种植专家周磊教

授；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口

腔医院种植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

师宋应亮教授；泰康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心（IDDC）执

行总监熊靖宇；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口腔中心、海南省口腔医学

中心主任徐普教授；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口腔科主任王燕一教授；澳大利亚

珀斯 Branemark 中心主任 Dr. Glen

Liddelow；韩国庆熙大学口腔医学院外

聘教授Dr. Sang Chul Lim；台湾品叡

牙医诊所院长黄彥叡。

11 月16日至17日，一年一度的第六届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在海口宝华海景大酒店举行。来自中国、澳
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九名国内外口腔专家汇聚一堂，围绕口腔健康新趋势、牙齿种植新技术、数字化口腔
种植疑难问题等议题展开全方位的学术分享，吸引了海南热爱专研口腔技术的业内人士交流学习。

“明年我们计划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参加论坛，希望能将论坛办成海南口腔界的一张靓丽名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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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拜博口腔医院院长羊强信心满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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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健康产业发展
提升口腔种植技术水平

2014年，第一届海南国际口腔
种植论坛举办至今，吸引十多位国
际知名讲师和大量优秀的口腔医
生参加论坛，海南泰康拜博搭建起
海南国际口腔医疗技术交流的平
台。

羊强坦言，海南省政府对健康行
业的重视，给予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
健康行业从业者极大的信心。“中国
健康梦”把国人的口腔健康写入《“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来，口腔行
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举
办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坛就是为了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提升医生技能水
平。

羊强认为，随着口腔种植学理论
的研究应用和相关材料的更新发展，
口腔种植从使用材料、手术设计，到
治疗效果，最大程度上恢复了牙齿天
然的美学及功能，已成为失牙患者的
最佳首选。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
互联网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口腔种植
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满足人们对口
腔医疗服务的高要求、如何推动口腔
种植循证医学的新发展，成为口腔医

疗从业者和口腔医疗机构面对的共
同问题。

对此，海南医学院副院长吕志跃
颇有共识。吕志跃告诉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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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逐年递增的口腔
种植治疗需求的患者提供更多、更好
的专业人才和口腔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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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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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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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国际化口腔医疗
服务 探索“保险+医疗”服
务新模式

2012 年，拜博口腔开始进入海
南（原名称为海南拜博口腔医院），

“当时海南除了公立医院的口腔科，
海口市的民营口腔医院只有几家，各
市县口腔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患者口
腔健康意识淡薄。”羊强回忆起七年
前初次来到海南时的情形。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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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博集团内优秀口腔专家有
计划定期调配到海南为患者提供优
质的口腔医疗服务服务，获得广大患
者的高度认可。

经过在海南七年来的深耕细作，
拜博口腔的品牌和口碑已经深植于患
者心中。用羊强的话说，海南拜博医
院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让海南口腔
患者不用出岛，也能在拜博得到优质
的口腔诊疗服务。

2018年，泰康保险集团战略投资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目前海南拜博口
腔三家医院也完成了品牌升级并更
名为“泰康拜博口腔”。未来，泰康将
向拜博口腔提供资金、客户、品牌和

保险产品等多方面的支持，从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保险产品开发、资源整
合等方面全方位赋能拜博，着力打造

“口腔保险支付+口腔医疗服务”齿科
闭环的“凯撒模式”，泰康集团将开发
更多的齿科保险满足客户的需求。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随着
海南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对
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也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的国际口腔医生也把目光投向海
南。今年举办的海南国际口腔种植论
坛上，不乏国际知名讲师的身影。来
自澳大利亚珀斯Branemark中心主
任Dr. Glen Liddelow表示，非常欣
喜看到海南口腔行业日新月异的进
步，也十分愿意借助论坛这一契机，把
世界先进种植牙技术的研究成果、前
沿技术和先进经验带到海南来，与海
南口腔医学界的同道中人共同分享。

惠及当地普通百姓
擦亮口腔行业靓丽名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口腔种植已
形成独特而完善的治疗体系，为缺牙
患者提供了全新的修复体验，在很多
原本牙齿无法修复的病人身上实现了
接近完美的治疗效果，并随着修复时

间延长不断创造着新的时间记录。因
此，该技术在国内外的应用快速扩展。

据羊强介绍，泰康拜博口腔是全
国最大的口腔连锁品牌，在全国有
200多家医疗机构，分布在50个城
市。口腔种植是泰康拜博口腔的特
色与强项，用种植技术提升了广大客
户的生活质量，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出
发，重视口腔基础治疗，积极承担企
业社会责任，并在循证医学的指导下
进行实践，提升临床技术。

泰康拜博始终把促进行业自律
和规范作为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因
此，从2014年开办第一届论坛至今，
泰康拜博坚持“不收会务费、不收学
员费”，以做学术公益的形式，搭建开
放式学习平台，提升整个行业的医疗
技术和水平，激励更多的医生参与其
中学习“充电”。

据了解，在论坛举办前夕，院方
安排参加论坛的国际知名医生走
进海南，为老百姓“零距离”亲诊，
为了给普通患者提供国际化的医
疗服务。在羊强看来，百姓的认可
与信任，是泰康拜博服务的宗旨。

“医生取得的成就，是来自于患者
给予的机会，我们感恩患者、回馈
社会，也会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和服
务水平。”

澳大利亚珀斯Branemark中
心主任 Dr. Glen Liddelow：

论坛促进国际口腔
技术交流融合

“中国口腔医疗者以很高的工作标准
要求自己，尤其体现在种植牙的手术方
面，这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澳大利亚珀
斯Branemark中心主任 Dr. Glen Lid-

delow如是说。

Dr. Glen Liddelow认为，海南国际

口腔种植论坛给国内外口腔种植从业者

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同业间共同分享

种植牙的经验，这对行业发展十分重要。

他表示，国内外口腔种植从业者可以从彼

此身上学习到许多宝贵经验，同时集中讨

论和交换意见，对一些复杂性种植牙案例

表达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展望种植牙技术
未来的发展。

“我想这也是此次学术论坛举办的目
的：创新、融合。”对于种植牙领域的前景，
Dr. Glen Liddelow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