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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颗牙齿九颗坏”，这并非一
句空话。据近期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35～44岁人群
的牙周健康率仅14.5%，牙齿缺失
率达到37%。

造成牙周病、牙齿松动、脱落的
罪魁祸首，最初很可能只是一颗小
小的牙结石。

牙结石如果不及时去除，很容
易患上牙周炎，导致牙齿疼痛，最后
脱落。口腔医生表示，去除牙结石
的公认方法就是“定期洗牙”。

一般常用的超声波洁牙，是利
用超声波产生的高频、高能振动，通
过超声波洁治机工作头把牙齿表面
的牙结石、牙渍、菌斑等污渍击碎，
然后通过仪器产生的水雾把碎石、
菌斑冲刷下来，可以有效地清洁牙
齿，预防牙周疾病。

这4类人要抓紧洗牙。
1、牙周不健康者。刷牙出血、

牙床肿胀等症状，都属于牙周问题，
有这些情况的人群，应及时去专业
口腔机构洗牙。口腔医生会根据牙
齿的实际病情进行针对性治疗。

2、备孕中的准妈妈。洗牙会增

加流产风险，可见怀孕后出现牙周问
题，治疗起来比较麻烦。因此这类人
群应在备孕前，到口腔机构检查口腔
情况，根据检查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洗
牙，以保证孕期口腔牙周健康。

3、需要假牙修复者。镶牙前进
行洗牙及其他牙周治疗，健康的牙
周情况，可保证假牙在镶复后正常
使用。

4、准备牙齿矫正及正在矫正
者。戴牙套后，如果刷牙不仔细，很
容易有卫生死角，使牙菌斑滋生，导
致龋齿，也更易长牙结石。因此在
矫正前，要进行牙周检查，判断是否
需要洗牙。此外，矫正过程中，也要
加强牙周检查。

洗牙无小事，正确选择口腔机
构。建议健康成年人最好每半年到
1年洗一次牙，牙周病患者需要半
年左右，甚至3个月洗一次牙，确保
牙周健康。

洗牙如此频繁，有市民会误认
为，洗牙只是件小事情，去哪里洗都
一样。实际上，如果洗牙操作不正
规、给牙齿施压过大、采用功率过大，
或在同一个点上停留时间过长，甚至
用超声机头去刮的话，就会损害牙齿
表面的牙釉质。所以，洗牙要去正规
口腔机构，这是对自己牙齿负责。

(普陀同济口腔医院)

口腔护理知识

本报讯（记者 陈跃）记者日前
从有关部门获悉，浙江政务服务网
“浙里办”APP推出适老化服务“长
者关怀专区”，通过更简洁的操作
页面、场景化细分和子女家人代办
等功能，让老年人轻松搭上“数字
快车”。

记者登录“浙里办”看到，页面
贴心地使用大字体版，围绕老年人
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事项及服务场
景，设置了常用服务、主题生活、
相关资讯三大版块，老年人可在线
办理近40个事项，还提供子女家

人代办功能。
同时，为了更好解决老年群体

日常办事需求，“长者关怀专区”
围绕老年群体高频服务，在显著位
置进行重点推荐，包括养老资格认
证、住房公积金、智能导诊、预约
挂号、老年人优待证等业务，可一
键直达。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导诊和预
约挂号实现了代办。当老年人有前
往医院就诊需求时，家属可通过智
能导诊，在线为老年人咨询，进而确
认合适的专科医生，然后预约挂号。

让老年群体办事更暖心

“浙里办”推出“长者关怀专区”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俗话说，
“每逢佳节胖三斤”。春节假期过
后，市民纷纷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健身。连日来，在普陀全民健身中
心等地，锻炼的市民多了起来，健身
热潮再次掀起。

2月20日晚上7时左右，记者
在普陀全民健身中心看到，无论是
羽毛球馆、室外篮球场，还是笼式
足球场内，都聚集了不少打球的市
民。“过年期间，大鱼大肉吃了不
少，所以想趁着夏天来临之前，打

打球、出出汗，减掉身上的赘肉，也
更好地迎接新一年的工作。”市民
傅必朝说。

除了减肥瘦身，还有不少市民
是为了强壮体质。一陈姓市民告诉
记者，从去年开始，他经常来普陀全
民健身中心打球，既增强体质，又能
消除工作疲劳。谈及在普陀全民健
身中心运动的体验，陈先生大加称
赞：“我和朋友一直是通过微信公众
号来预约球场，不仅可以自行选择
球场位置，还可以选择运动时间段，

很好地控制了人数，场地不拥挤。”
“春节过后，来运动健身的市民

明显增多。”普陀全民健身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中心开放了羽
毛球馆、室外篮球场、笼式足球场、
乒乓球馆，均可线上预约购票，“等
到3月份，游泳池开放，来健身运动
的市民会更多。”

随着天气转暖，到公园广场锻
炼的市民也开始增多。最近，家住
和馨花园小区的庄平卫每晚都会绕
着小区跑几圈。“过年没控制住，又

吃胖了几斤，最近天气转暖，所以每
晚我都会跑上一个多小时，跑完步
感觉身体特别舒服。”

相关专业人士提醒，初春，科
学、适度的运动健身，可以为一年的
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打下良好基
础，但不能急于求成，特别是平时缺
乏锻炼的市民，一定要循序渐进，运
动健身前要做好热身准备，控制好
运动强度和运动量。此外，运动中
会大量排汗，所以要注意及时补充
水分。

春季健身热 市民“甩膘”忙

本报讯（通讯员 刘宇翔）“这队
‘骑警’真帅，这是今天第5次碰到警
察，看到他们在街上巡逻，我夜里跑

‘滴滴’放心多了。”近日，“滴滴”女司
机陈女士说。

陈女士说的“骑警”是普陀公
安铁骑巡逻队伍中由派出所、巡特
警、交警三铁骑融合组成的街面巡
控队伍。

据悉，从去年入夏以来，普陀公
安针对辖区台风多发期、旅游黄金
期、渔汛开捕期等节点叠加带来的
社会治安压力实际，开展“全警+全
民”大巡防模式，立体式推进巡逻防
范，全方位排解矛盾纠纷，多维度融
入社会治理，筑牢渔都平安基石。

“特警1号车，报警人称沈家门
伏虎路一带有人打群架，请前去处
置。”近日，正在沈家门一带开展武

装巡逻的区巡特警大队民警张玉
栋，通过对讲机收到指挥中心的指
令。2分钟不到，特警1号车到达现
场，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处置警情。
原来，这是一起因醉酒引发的纠纷，
因围观群众较多，报警人误以为发
生打群架警情，遂报警。随后，张玉
栋带领特警队员，疏散围观群众，配
合派出所民警将涉事醉酒人员带至
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树立情报主导巡防理念，依托
“情指行”一体化、“1、3、5”分钟控制
圈等工作机制，普陀公安在不同区
域、不同时段，采取相对应的巡逻方
式，做到车巡、步巡、犬巡相结合，武
装巡逻、便衣巡逻、视频巡逻相结合，
达到以快制快、以动制动的效果。

王占龙是区公安分局政治处民
警。近日，按照分局统一安排，他又

到沈家门派出所辖区巡逻。当天晚
上8时20分许，他带队巡逻到滨港路
一带时，有群众反映，前方一弄堂，有
2人因停车位问题正在吵架。王占龙
赶紧带队前往处置。现场，一男一女
正在激烈地争吵，互不相让，眼见事
态即将升级，好在王占龙及时赶到，
介入调解，避免案事件发生。

机关民警下派出所，是普陀公
安一项传统。针对派出所警力紧
张、日常事务繁忙等实际，普陀公安
通过机关民警下基层的方式，充实
巡逻警力。机关各部门民警按照统
一安排，每晚到各派出所辖区重点
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部位，开展巡
逻工作，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
率。

除了特警、派出所和机关民警
等，在我区街头巷尾，还活跃着一支

支社会力量巡逻队伍。
“蓝天义警”“东海渔嫂”“平安

联盟”“城中村义巡队”“反诈联盟”
“物业管家”等社会组织力量，在各
自辖区范围内开展安全防范、矛盾
化解和反诈宣传活动。

“派出所，我们这里发现有人偷
东西，作案者现在被控制住了。”去年
7月的一天晚上，沈家门派出所“城中
村义巡队”在城中村拆迁区域巡逻
时，发现有人在实施盗窃。队员们赶
紧上前制止，并向派出所报告。后该
盗窃人员被依法刑事拘留。

普陀公安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紧紧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平台、
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作用，切实强化
联勤、联动、联巡、联防、联治“五联举
措”，共同筑起渔都“安全线”。

立体式巡逻防范 全方位排解纠纷 多维度社会治理

“全警+全民”筑牢渔都平安基石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胡
梦莎）日前，登步岛管委会开展以
“春染海岛绿田畴，青年墩苗壮农
业”为主题的青年干部助农活动。
10余位管委会青年干部走出办公
室，走进田间地头，为黄金瓜秧苗摘
心，助力岛上农业生产。

在黄金瓜基地的玻璃温室内，
青年干部们向熟悉农业的老同志学
习摘心知识和技巧，在一次次的弯

腰劳作和挥汗如雨中，感受农业耕
种的不易。经过近2个小时的辛勤
劳作，青年干部们完成了近百株秧
苗的摘心处理，为下一阶段瓜苗分
枝、结果打下基础。

据悉，登步岛管委会将持续抓好
青年干部培养和人才工作，推进青年
干部“墩苗式”培养，把青年干部锻炼
放在田间地头的项目中去，锻造一支
高素质、富有生气的青年干部队伍。

登步岛管委会开展青年干部助农活动

青春“墩苗”助力春耕春种

本报讯（记者 陈跃）近日，记
者走访城区多家干洗店发现，随着
天气转暖，不少市民开始整理衣
柜、换洗衣物，干洗店的生意红火
了起来。

据我区一家连锁洗衣店负责人
介绍，从2月17日开始，来干洗衣物
的市民陆续增多。“送洗衣物以羽绒
服、呢大衣、棉外套居多，现在一天的
业务量相较年前，多了三分之一以
上。”该连锁洗衣店负责人坦言，从近

期开始，干洗店将迎来干洗高峰期。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将大件衣

服送去干洗店是件麻烦事。为此，
不少干洗店开设了上门取衣、送衣
等服务，深受市民欢迎。“天气转暖，
过冬的厚衣物都得清洗好、存放起
来，但自己在家洗担心会伤到衣服，
所以干脆花点钱送到干洗店清洗，
省心又放心。”一俞姓女士说，除了
衣服，一些床品、毛毯等，她也会送
去清洗、养护。

天气转暖 干洗店生意红火

本报讯（记者 梁夏）连日来，
岛城阳光明媚，气温回暖，又正值
寒假期间，不少孩童纷纷走出家
门，嬉戏玩耍。但玩归玩，安全一
定要注意。2月20日，记者在沈
家门鲁家峙采访时，意外看到惊
险一幕。

当天下午4时30分左右，鲁家
峙北岸线景观带靠近儿童乐园场
地的海岸边，5名孩童在滩涂上玩
耍。其中2名女孩蹲在岸堤最靠
海的石阶上（见右图），一人伸手玩
水，一人帮忙拍照。这时，一年纪
稍大的男孩子开始嬉笑着向她们
投石打闹。石头落海溅起水花，两
女孩为躲避，起身又往外走了走。

没过多久，又一男孩捡了块石
头，沿着石阶悄悄走近两女孩，然
后将石头投向附近海面，两女孩被
吓得跳起。记者观察到，石阶约一
人宽，海水时不时拍打到上面。过
路的市民看到这幕场景说：“这里
海水还是比较深的，那两个小姑娘
站在那地方太危险了。”

大约半小时后，5名孩童陆续
沿着滩涂石子，攀爬上堤岸护栏。
期间，两女孩攀爬时，3名男孩时
不时地去吓唬她们。记者询问后
得知，5名孩童也是如此攀爬下的
滩涂。

记者沿着海岸走了一圈，整个
海岸线都有护栏围挡，没有可直接

下到滩涂的石阶，且护栏间隔较
大，且距离地面约有40公分的高
度，特别是滩涂石子堆积较高之
处，确实有攀爬的可能性。记者注
意到，除了靠近儿童乐园场地的护
栏上，有几块提醒禁止游泳、请勿
攀爬的警示牌，沿途其余地方并无
警示牌。

有市民建议，要加强防范措

施。“不能心存侥幸，万一出事故，
后果严重。建议在护栏间隔位置
多加几条铁链，增强攀爬难度。”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向有关部
门做了反映。2月22日下午，沈家
门渔港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来到鲁
家峙北岸线景观带进行实地查
看。“实地查看后，发现确实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潮水涨落时，将石子

推到岸边堆积，导致岸堤和海面的
落差减小，为攀爬提供了便利。堤
岸护栏间隔也比较大。”沈家门渔
港发展中心主任张朝说，他们会尽
快对接相关单位，先将石子堆积较
高的滩涂铲平整，并增添安全警示
牌，提醒市民禁止攀爬。同时，与
景观带建设单位或管理单位对接，
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

孩童攀爬护栏下滩涂玩耍太危险
沈家门渔港发展中心：将尽快对接相关单位，加紧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搬 迁 公 告
因区国有资产办公用房调整，普陀区慈善总会将于2021年

3月1日开始到东港海莲路91号房管大楼2楼办公。2月25日
（星期四）、26日（星期五）搬迁这两日，位于海莲路80号5楼的原
普 陀 区 慈 善 总 会 办 公 室 暂 停 一 切 工 作 。 咨 询 电 话 ：
0580-3059273。

特此公告
普陀区慈善总会

2021年2月24日

记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