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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驸马”一词
有着怎样的来历

“1 万元一颗牙，怎么这么
贵！”第一次听到种植牙的价格
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反应。与
传统的假牙相比，种植牙确实价
高十倍甚至数十倍。而且，无论
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口腔诊所，
种植牙的价格都基本一致，甚至
达到两三万一颗牙的价格。然
而，近年选择种植牙的人却也越
来越多。而临近春节，更是种植
牙的高峰时节。记者近日进行了
详细了解，揭开这个高价之谜。

“贵”de三大理由：技术
含量高、材料贵、机构资质审
核严

据介绍，种植牙技术是将一
种钛合金材质的人工牙根放置于
齿槽骨内，待种植体和齿槽骨完
全结合后，再接上牙冠，达到将牙
齿“种”在齿槽骨上的效果。种植
牙无论从外形还是功能上都可以
与自然牙齿相媲美。

种植牙费用“贵”主要在于技
术含量较普通镶牙要高，所用的
材料也更贵。比如，最便宜的韩

国种植体 1000元，最贵的可能要
9000 元；牙冠方面，如果是全瓷
冠，最贵的一个要 6000多元。由
于使用的材料好，种植牙也比普
通镶牙要耐用。据口腔医生介
绍，一般镶牙，好的材料可以用8~
10 年，如果差一些的用 3~5 年。
而种植牙，一般可用 15~30 年。
种植牙手术应采用独立的手术
室，最少一个医生、一个医助、两
个护士，医护成本也相对更高。

“价格”de三大部分：种植
体、种植牙基台、牙冠

口腔医生介绍，种植牙的价
格一般包括几部分，一是种植体
价格，二是种植牙基台价格，三是
牙冠的价格。每一部分分别计
价。要比较准确地计算患者种牙
的价格，主要有几步。

首先，要确定种多少颗牙，从
而确定需要种植体、基台和牙冠
的数量。一般如果缺 1 颗牙的
话，那计算比较简单，但如果整口
下牙都缺失的话，则需要种植4~8

个种植体和基台，12个牙冠。
医生提醒，有的机构会把种

植体和基台一起报价，而有的则
会分别报价，消费者要细致看清
楚。而广告宣称“种牙半价”的时
候，多数是种植体半价，牙冠正常
价。

第二步，选择种植体及基台
的品牌和材料。不同的品牌价格
相差很大，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
这不但关乎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还对手术成功率有很大影响。最
好选择使用人数较多，且效果得
到认可的国际品牌。而种植体的
材料，分不同级别也有不同价格。

第三步，选择合适的牙冠。
目前一般消费者都会选择烤瓷牙
冠。而烤瓷牙冠又可以分为钴铬
合金烤瓷牙、金合金烤瓷牙，以及
全瓷牙。而全瓷牙在各方面都最
接近真牙，价格也最贵。

（摘选自《广州日报》）

说起“驸马”一词，人们都会自然想起两
部古装大戏，一是《铡美案》，二是《女驸马》。
《铡美案》说的是，湖广均州举子陈世美在妻
子秦香莲的支持下，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后进
京赶考，中状元后被皇帝招为驸马。秦香莲
携子上京寻夫，但陈世美不肯与其相认，并派
人半夜追杀。包拯审理此案时，力排公主与
太后的非难和阻挡，最后将陈世美送进了龙
头铡。

《女驸马》说的是，襄阳民女冯素珍自幼
许配李兆廷，后李家败落，李兆廷投亲冯府，
岳父母嫌贫爱富，逼其退婚。冯素珍花园赠
银于兆廷，冯父撞见，诬李为盗，将其送官入
狱。冯素珍女扮男装，离开家门，在京以李兆
廷之名应试中魁，被皇帝强招为驸马。花烛
之夜，冯素珍冒死陈词感动公主。在公主帮
助下，皇帝收素珍为义女，又释放了李兆廷，
并招冯素珍之兄、前科状元冯少英为驸马。
两对新人遂同结秦晋之好。这两部古装大戏
说的都是涉及“驸马”的故事，由于这两部古
装大戏早已家喻户晓，因此，在人们的心目
中，“驸马”就是公主的丈夫、帝王的女婿。那
么，公主的丈夫、帝王的女婿为什么称为“驸
马”呢？

其实，“驸马”最初并不是公主的丈夫，更
不是帝王的女婿。“驸马”只是驸马都尉的简
称，是两汉时期的官职名称。但是，“驸马都
尉”一职的设立却来源于秦始皇的一次出
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即大秦
王朝。他自称始皇帝。他经常出巡，每次出
巡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据《史记·留侯世
家》记载，张良为给韩国报仇，不惜重金收买
了一个壮士，命他用大铁锤“击秦始皇博浪沙
中，误中副车。”当时副车之数有多少呢？司
马迁的《史记》索引认为有三十六乘，这么多
车子需要有一个头领统管，所以，要置副马都
尉，但因“副马”二字不雅，便改为“驸马都
尉”。后来，人们把“都尉”二字也去掉了，简
称为“驸马”。

到了汉武帝时，正式开始置驸马都尉一
职，掌副车之马。据杜佑《通典》记载：“奉车、
驸马、骑三都尉，并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驸
马掌驸马，即驸马，非正驾车，皆为副马。”《汉
书·百官公卿表》中也说：“驸马都尉，掌驸马，
武帝初置。”颜师古注说：“驸，副马也，非正驾
车，皆副马。”可见，驸马是皇帝近侍官的一
种，应该是皇帝外出时的贴身随从。因此，在
两汉时期，驸马都尉一职多由宗室、外戚及公
侯之子孙担任，很少有由公主的丈夫、皇帝的
女婿担任。

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以帝王女婿
的身份被封为驸马都尉；后来，西晋初年，杜
预娶了晋宣帝司马懿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
晋文帝司马昭之女常山公主，都被授于驸马
都尉之职。南北朝时期，凡皇室公主的丈夫
一律封为驸马都尉。据杜佑《通典》记载：“宋
武帝永初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
驸马都尉。齐奉朝请驸马都尉及散骑给事中
等官，并集书省职。齐职仪曰：‘凡尚公主拜
驸马都尉。’梁三都尉并无员秩，其奉车驸马，
皆武冠绛朝服，银章青绶。梁陈驸马皆尚公
主者为之。后魏驸马都尉亦为尚公主官，虽
位高卿尹，而此职不去。奉车二十人，骑都尉
六十人。北齐驸马与后魏同。”

从此以后，公主的丈夫、帝王的女婿，都
要照例都加驸马都尉封号，简称“驸马”。就
这样，“驸马”从此成为皇帝女婿的专称了。
唐宋元明等朝代皆以“驸马”为公主的丈夫、
帝王的女婿的称呼，只有清朝称之为“额驸”。

但是，此时的“驸马”已经非为实官，只是
一个轻闲的官职罢了。杜佑《通典》中说，“大
唐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开元三
年八月，敕：驸马都尉从五品阶……”从五品
的官员在京官中只属于低级别的小吏，“驸
马”虽然贵为公主的丈夫、帝王的女婿，但说
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外表华丽的宫廷摆设而
已。

在古代，身为帝王的女婿的驸马，大都过
着外出风光、在家受气的尴尬生活。驸马与
公主名为夫妻，却必须遵从皇室的各种礼节，
要分别起居饮食，不能够时常见面。唐朝的
驸马虽官居五品，但还可以入禁军为皇帝办
事，但是，宋代出现朱程理学之后，礼法之风
开始盛行，随即出现了“驸马为公主之臣”、

“不得公主之令，不得入见”等不平等规定。
尤其是有清一朝，每当公主出嫁，都由皇帝赐
给专门府第，驸马只能住在府第外舍。如果
公主不召幸的话，驸马是不能随便进府与公
主同床共枕的。其实，凡看过古装大戏《醉打
金枝》的人都会明白，那位皇家驸马当时醉打
金枝的苦衷。

（摘选自《中国新闻网》）

所有中国人都从小学课本里
学过祖国的最南端是南沙、曾母
暗沙这样的课文，但真正理解它
的含义却是后来的事。笔者也是
2012 年在南海舰队代职副参谋
长，才有机会零距离走近南沙、走
近守礁官兵。两年过去了，我一
直在思考占礁、建礁、守礁任务是
那样困难重重、繁重艰巨，一代代

“守礁人”靠什么守卫那片海？记
忆定格在我三下南海、四上礁盘
的那一幕幕，是南沙官兵给出了
答案。

天涯戍礁盘，心系祖国保
国门

那是一片“主权之海、命脉之
海”，他们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
礁盘上，用“生命为祖国绽放”的
赤子之心在守卫。

南海作为“蓝色国土”同大陆
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一样，从
来都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更是丝
毫不容侵犯的神圣领土。

人民海军素有爱舰、爱岛、爱
海洋的精神。南沙群岛虽距离祖
国大陆一千多千米，但在那里“爱
国”这两个字很具体、很实在，也
最生动、最感人。守备部队官兵
心中祖国人民就是心中的岸，每
块礁盘就是祖国母亲的血肉，管
好气象站、守好主权碑就是保持
我国南海军事存在的象征，守住
岛礁就是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
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从登上永暑礁首先映入眼帘
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到南沙
随处可见的“今秋立业南沙，千秋
有功国家”“立志天涯戍礁盘，心
系祖国保国门”等礁联标语；从各
个礁盘每 3个月一次的向退役国
旗告别仪式，到以家为背景、以爱
国为核心、以绿色为亮点的“礁堡
文化”，无不见证着南沙官兵祖国
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胆忠心。在翠
绿的礁盘、洁白的礁堡、湛蓝的海
水、鲜红的国旗之间，彰显着那份

“劈波斩浪三千里，卫岛守礁写忠
诚”的浓浓爱国情怀。用南熏礁
甘文斌礁长的话说：“这些字从未
褪去，因为它刻在守礁战士和祖
国人民的心里。”

一茬又一茬的南沙卫士，一
批又一批守礁官兵，以他们“哪怕
有一天倒下，也要倒在南沙这片
热土上”的生命轨迹，在“第二故
乡”刻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写的人
字，融作了海天之间、礁堡之上那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上那一抹跳
动的鲜红。每每看到胡政委赠予
我的那面“退役”国旗，每每看到
旗上那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我都
思绪万千，久久不能释怀。

人在礁在国旗在，誓与礁
盘共存亡

那是一片“多事之海、高危之
海”，他们像三代高脚屋一样屹立
在天涯海角，用“海上拼刺刀”的
英勇无畏在守卫。

因为南海是美丽富饶的聚宝
盆、贸易运输的生命线，过去一个
时期特别是进入“海洋世纪”以
来，围绕主权的争端、紧盯资源的
争夺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加之一
些大国频频插手，越来越暗流涌
动、敏感棘手。习主席 3 次视察
海军有 2 次来到南海，就充分表
明了南海重要战略地位；我国“中
建南项目”实施过程中，越方猖獗
的海上干扰破坏也印证了南海的
复杂局面。

前些年，空中有美菲越等国
侦察机不定时在我驻礁盘上空盘
旋侦察，有时贴着高脚屋的房顶
飞，高度只有 50 米；水面有敌军
舰、武装渔船和渔业船只时常对
我礁盘附近抵近侦察，有时距离
只有 1 海里，一炮打来就可以把
高脚屋端掉，还有水下有敌蛙人
不间断地渗透袭扰；赤瓜礁与越
占鬼喊礁仅2.7海里，东门礁与越
占染青沙洲只有3.6海里，可谓咫
尺相望，有时外军开枪射击能听

到枪声、看到火光。有一些守礁
官兵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至
今上礁看望或补给的人，都会以
不同的方式向牺牲烈士的英灵祭
奠。

礁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

那是一片“绝地之海、禁区之
海”，他们像太阳花一样坚韧顽
强，用“甘做一粒礁盘沙”的牺牲
奉献在守卫。

南沙位于共和国版图最南
端，是祖国的“南极”，距赤道只有
3个纬度。素有“太阳海”之称的
南海，是典型的“三高一多”地区，
高温、高湿、高盐分，多台风特别
是“土台风”多，空气一捏一把水、
晒干一把盐，中午把温度计放在
地上一两分钟准会晒爆。岛礁滩
由珊瑚虫尸骸和贝类碎屑沙砾堆
积形成，潮起无、潮退见，无淡水、
无泥土、无植被，真可谓“海上戈
壁”“生命禁区”。花花草草中只
有一种苋齿类的小花活了下来，
战士们叫它“死不了”，后来又得
名“太阳花”。

而比恶劣艰苦生存环境更为
挑战生命、承受极限的严酷考验
还有“十关”：用水关、饮食关、寂
寞关、看信关、恐惧关、病痛关、晕
船关、想家关、炎热关和忍耐关。
官兵洗澡只能赶上下雨来个“天
浴”，一只狗上礁三个月后就疯
了，一只猫上礁不久不捉老鼠
了。苦，是南沙一个最基本的“元
素”，而且是不亲身经历，既说不
出来，更想象不到的。但这些在
敢于牺牲、无私奉献、乐观向上的
南沙卫士面前都是“纸老虎”。

在南沙广为流传着这样几句
话，叫“吃尽南沙千般苦，人民幸
福我荣光”“莫嫌礁小，每礁关联
三百万；毋觉失小，所失皆为两亿
家”。可见，像太阳花那样顽强不
息，像礁盘沙那默默无闻，已经成
了他们口口相传的嘱托和烙进灵

魂的印记。
面向大海给过世未能见最后

一面的父亲磕 56 个响头的永暑
礁油机班长赵作亮，揣着转业命
令上礁最后硬是被抬着下礁的东
门礁班长蒋忠泉，继龚允冲之后
累计守礁 100 个月的新一代“守
礁王”、201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李文波……这一个个普通名字的
背后，连着一串串不平凡的感人
故事和动人音符，连着一位位“礁
嫂”的默默支持、真诚奉献和坚强
后盾，更连着一代代南沙卫士“礁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大局观
奉献观。

把南沙当家来建，把守礁
当事业干

南沙的旧貌新颜的巨大变
迁，既源于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
更是南沙卫士接力艰苦奋斗使
然。在南沙人眼中苦熬吐出的还
是苦水，苦干才能变苦为甜，所以
自从踏上南沙群岛那一天起，他
们便立下了“业在今朝、功在千
秋”的雄心壮志，把南沙当家来
建，把守礁当事业干，从草棚油毡
高脚屋、铁皮式高脚屋再到永久
性礁堡，一砖一瓦、一花一草、一
石一景，都凝结着南沙官兵的汗
水、泪水甚至鲜血，都见证着一代
代“守礁人”艰苦创业的点滴。

如今南沙守礁条件相比 20
多年前改善了很多，现代化生活
设施一应俱全，蔬菜自给率旺季
能达到 60%，尽管还是“海上孤
舟”，但已不是“信息孤堡”，不仅
有了“篮网工程”、卫星电视、直拨
电话，据说 4G 也已经登陆南沙，
过去“夏天家书秋日到”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但南沙人依然坚守
本色，把艰苦奋斗精神的大旗在
继承创新中越打越鲜艳，以苦干
加乐守的接力长跑建设美丽新南
沙。

（摘选自《环球军事》 作者
安文平系陆军第16集团军副军长）

记者探访，解密高价种植牙

副军长曝
南沙守礁生活:
狗上礁三个月就疯了

在天之涯、海之角的南沙有那样一群官兵，
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驻守在弹丸孤礁上，
忠诚履行着保卫祖国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神
圣使命，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天涯哨兵”的华
美篇章……这就是驻扎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
和南沙巡防区的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