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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有多重要，不过除了好好刷牙以外，关

于护牙你又了解多少呢？比如简单地

逛一趟超市，都有很多你需要知道的护

牙知识呢！今天，就让我们推上购物

车，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蔬果区的小秘密
一进超市，不少人就会被花花绿绿的

蔬果区吸引。都说多吃蔬菜水果对身体

好，其实如果选对蔬果，还能有助于我们

保护牙齿呢！这就给大家列几样出来：

芹菜：芹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

有效清除附着在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另

一方面，人们费劲咀嚼的动作也能刺激

唾液分泌，平衡口腔中的酸碱值，达到

自然的抗菌效果；

鸭梨：饭后吃些鲜梨，可通过细嚼慢

咽、洗刷牙面、按摩牙龈来消除牙缝中的

食物残渣，还可防治牙石引起的牙龈充

血、萎缩，并改善口腔末梢血液循环。1

苹果：作为一种粗纤维食物，当牙

齿咀嚼苹果时，苹果同时也在帮牙齿做

清洁工作，帮助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在

咀嚼时口腔还会分泌大量唾液，对牙齿

健康有益。2

饮料区的小误区
选好蔬果，转弯逛逛饮料区吧。看

着五颜六色的饮料瓶，你一定按耐不住

心动了吧？这时却突然想起网上看到

的一句话：“喝汽水会得蛀牙！”感觉心

情瞬间荡到了谷底……其实“喝汽水”

与“得蛀牙”两者间并没有直接必然的

联系。蛀牙的形成受到几个因素的同

时影响。只有当薄弱的牙齿遇见致病

的细菌和容易产酸的食物，再加上足够

长的作用时间，这四个条件全部满足时

才会导致蛀牙，缺一不可。3而在一般情

况下，汽水入口后会迅速滑过，在口腔

中停留时间很短，再加上唾液有缓冲作

用，因此，在保持良好口腔卫生和饮食习

惯的前提下，适量饮用汽水不会直接导

致蛀牙。如果喜欢的话，就适量来点吧。

没想到逛一次超市也能学到这么

多护牙知识吧？不过光学还不够，要想

有一口好牙，还是要靠实际行动！

1.《怎么吃能健牙固齿？吃六种食

物可健牙固齿》，人民网，2015年11月22日

2.《朝闻天下》，CCTV13新闻频道，

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2015年9月20日

3.《健康那些事儿》，中央电视台科

教频道，2015年 广告

原来超市里有这么多护齿知识，只是你还不知道！

时报讯（记者 张智）好天气将持续到

国庆节。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天，新区依旧以晴天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最高气温为 29℃。周中后期虽然受冷空

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但最高气温依然保

持在25℃以上。

刚刚过去的周末，新区天气晴好，最高

气温在26℃左右，体感舒适。据滨海新区

气象台预报，国庆节前新区天气总体不错，

未来一周都将保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其

中，周前期气温还将迎来一轮上涨，周一到

周三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 29℃。中

午尽显夏末秋初的热情，提醒家注意防

晒。周中后期，受弱冷空气影响，天气将转

为多云，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左右。

23 日还将迎来秋分节气。气象资料

显示，秋分节气内本市平均降水量仅为 9

毫米，气候干燥，平均气温为18.7℃。

天气持续晴好
中午注意防晒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日前，泰达医院

口腔科在门诊大厅举行“爱牙日”口腔健

康宣传与义诊活动，向百姓普及口腔健康

知识。

现场，口腔科医生免费为前来义诊的

群众检查口腔、针对市民提出的各种口腔

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提出个性

化治疗方案和合理化建议。针对今年爱牙

日的副主题“刷牙漱口用牙线 洁牙护龈促健

康”，专家向市民讲解了正确的刷牙方法以及

如何使用牙线等口腔辅助清洁措施，年轻医

师则在现场手把手示范传授使用方法。

口腔专家建议，家庭口腔保健应该注

意以下几点：

◎家庭成员每人至少早晚刷牙两次，

每次刷三面、三分钟，饭后漱口，使用保健

牙刷和含氟牙膏。

◎家长监督或帮助儿童刷牙，幼儿喝

奶后用软布擦拭。

◎家庭成员能够做到科学吃糖，不喝

或少喝碳酸饮料。

◎家长尽量帮助儿童克服吮咬、吐舌、

口呼吸等不良习惯。

◎家庭成员每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

腔健康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

接受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魏英博 吴
桐）9月21日16时许，海边波涛汹涌，中新天

津生态城遗鸥公园附近的海边，一名男子被困

海面礁石上。危急时刻，天津市滨海新区消防

救援支队生态城大队航海路中队消防队员赶

到现场，及时将其救出，化险为夷。

险情发生时，被困男子困在距离岸边大约

100 米的礁石上，因为浪大加上涨潮，从礁石

返回岸边的路已被海水阻断。随着潮水愈发

凶猛，礁石随时可能被淹没，现场形势危急。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做好个人防

护，并对沿海护栏进行破拆创造营救条件。随

后一名消防队员携带救生衣游至被困人员处，

为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衣并安抚其情绪。其余

消防队员则架设冲锋舟前往救援。由于海浪

过急且海底礁石较多，几经波折最终利用冲锋

舟将被困男子救出。

一男子被困礁石
消防员紧急救援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家长潘女士

将一面写有“精心呵护育少年，教导有方启人

生”字样的锦旗送到了生态城南开小学初蕾老

师的手中，以感谢老师一年来对孩子的精心呵

护和耐心教导。

潘女士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和家人对孩子

的错误教育方式和理念，导致孩子在上小学后

不自信、易烦躁、对学习也没有兴趣。她曾多

次跟孩子沟通，却都不得要领。经历多次失败

后，潘女士想到了求助学校和老师。她通过南

开 APP 给班主任老师说了孩子的情况，老师

在听闻情况后，不仅专门约了潘女士交谈，还

针对孩子的情况给潘女士提供了很多指导和

建议。

“老师特别认真、有耐心，让我们做家长

的特别感动。”潘女士说，初蕾老师在了解孩

子的情况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几乎每天都

和家长沟通，并根据孩子在家里和学校的表

现，在学校有意识的正向引导。慢慢地，孩子

表现得越来越勇敢，既自律又自信，变化十分

明显。这让做为家长的潘女士看在眼里也乐

在心里。

如今，新学期开学后，孩子已经步入了三

年级，再也不是那个厌学的孩子了。在感动和

欣慰之余，潘女士专门请人制作了一面锦旗送

到学校，以感谢学校和老师对孩子的精心呵护

和耐心教导。

看到孩子巨大改变
家长制锦旗谢老师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
法宽）深夜，一位英国籍骑行爱好者在滨海新

区天津港港区迷路，新区公安局巡逻民警积极

提供帮助，手绘一份中英文地图帮其约车送达

邮轮母港。最终外国友人顺利乘船离境，并对

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当日，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二号路

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巡逻时，遇一推着单车的外

籍男子面露焦急之色，遂上前询问。由于语言沟

通有障碍，巡逻民警随即将其带至所内了解情

况。经过深入了解，民警得知该英国籍男子正在

进行单人骑自行车环游世界计划，在结束中国之

行后，正打算前往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乘船赶

赴韩国，却因语言不通、导航失灵，迷了路。

确认以上情况后，为了方便外籍游客顺利

到达目的地，派出所民警细心地帮其绘制了一

幅中英文路线图，并帮他约来出租车，向司机

嘱托好相关事宜。外籍男子对派出所民警的

耐心帮助连声道谢。

当晚，出租车司机按照民警之前的交待向

派出所打电话反馈，该外籍男子已顺利抵达邮

轮母港，并安全乘坐邮轮离境。

英骑行爱好者港区迷路
新区民警热心助其离境

穿汉服诵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近日，万科新里程、名居花园等住宅

小区一层楼道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个

红色的“有害垃圾收纳袋”，这是天津港

保税区结合垃圾分类工作的实际情况想

出的“新招”。据悉，有害垃圾收纳袋在

保税区内覆盖率已达90%。

记者在万科新里程小区看到了“有

害垃圾收纳袋”。该收纳袋按照有害垃

圾的类别，还分设了废旧灯管、废旧电

池、过期药品3个小袋，并标明了有害垃

圾还有化妆品、水银温度计、杀虫剂、废油

漆桶等。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爱牙日专家义诊
教市民正确刷牙

参加宣讲团深感幸运

王蓬告诉记者，经过三次选拔，北京

冬奥宣讲团目前一共有宣讲员40余名，

能够成为其中一员，他深感幸运。

刚刚过去的9月19日，王蓬作为北京

冬奥宣讲团成员，加入北京市委宣传部组

织的“我和我的祖国宣讲团”后，来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通州举行宣讲活动。此次

活动是北京市委宣传部迎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他把自

己多年来痴迷冰雪运动，最终成为一名冰

雪知识达人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他的精

彩讲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宣讲一

结束，就有年轻观众走上前来，咨询冰雪

运动常识，并索要微信，互动火热。

王蓬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宣讲日程已

经安排得满满的。国庆节后，他还将参加

北京冬奥主题的全国性宣讲。

最爱偶像身披国旗的身影

“冰雪的世界里，我没有弱项，但有

盲点，对战强敌我会继续努力！”今年 4

月，痴迷冰雪运动的新区小伙王蓬在参

加央视《冬奥达人答》冬奥知识竞猜节目

时说了这样的话。而工作和生活中，王

蓬也是带着这样的自信见证了祖国冰雪

运动发展的23年。23年中，曾有无数场

比赛让他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其中两次冬奥会决赛赛场的比赛，让他

铭记一生。

200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决赛，大杨扬为中国获得了首枚冬奥会金

牌。“当看到大杨扬姐率先冲过终点，身披

国旗绕场四周时，我与现场的大杨扬一样

留下了激动的泪花。”说起大杨扬，王蓬难

掩激动之情。王蓬告诉记者，1996年2月

5 日，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我国第一

次承办“亚冬会”）上，当时只有9岁的王

蓬被大杨扬在赛场上的情景震撼了，从

此，小王蓬便把大杨扬当成了自己的偶

像，而大杨扬倔强不服输的那股劲儿也成

了王蓬多年来学习努力的动力。正因为

2002 年冬奥会大杨扬的出色表现，让更

多国人真正认识到冬季运动的重要。从

那时起，王蓬一边工作，一边努力积累冬

奥知识，整整 23 年，他不断地向自己的

“冬奥梦”迈进。

另一次让他记忆深刻的比赛就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 米

决赛，武大靖顶住巨大压力，一骑绝尘为

中国队获得那届冬奥会唯一一枚金牌。

赛后，武大靖手举国旗，仰望赛场的情景

深深打动了王蓬，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怀。

很幸运的是，就在今年9月17日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雪容融发布活动上，王蓬以北京冬

奥宣讲团宣讲员的身份参加了发布活动，

在现场遇见了大杨扬和武大靖，并与他心

中的两位偶像再次回忆起了这两场经典

比赛。至今，这两场比赛让他们依然激动

不已。

提前完成“冬奥目标”

本月初，王蓬接到了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发来的借调

函，如今的王蓬已经成为了北京冬奥宣讲

团的宣讲员。而其实早在北京申办冬奥

会成功时，王蓬就给自己定下目标：到

2022 年，他希望自己能给 2022 人宣传冰

雪知识。通过第一周的宣讲，现在这个目

标已经提前实现。

“每当宣讲时，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一

名花滑运动员。每一次加重语气时仿佛

是在完成一个高难度四周跳，每一次在

抒发自己的情感时仿佛是在完成一组接

续步，而每当背景音乐响起时，仿佛自己

在完成一组联合旋转。宣讲结束后，现

场观众的掌声仿佛是投入冰场的毛绒玩

具。”经过一周的锻炼，现在王蓬已经开

始享受宣讲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最让他

受益匪浅的是，从每位宣讲员的感人事迹

中，他都能积极吸取正能量。正如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名字里“融”字所诠释的

含义，通过前往各个单位宣讲，王蓬也深

入学习融合了每个单位的文化精髓。良

乡五中严谨治学的校风、中建二局不断超

越的企业文化，都给王蓬留下深刻的印

象。“这些宣讲员们的感人事迹和单位文

化精神，我也会讲给家人、朋友、同事们

听。”王蓬表示。

采访中记者问王蓬，23年持续关注、

宣传冰雪运动，到底收获了什么？“草木

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既然心中有一颗

热爱冰雪的初心，又何须用得与失来鉴

别我对传递冰雪正能量的热情？”王蓬这

样回答。

两次大阅兵确定了人生目标

作为 80 后青年，王蓬见证了新中国

成立50周年和6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而

恰巧这两次大庆都与王蓬的人生重要阶

段相逢。1999 年，王蓬升入了滨海新区

的一所重点初中，在那里他遇到很多优秀

的老师和同学，从那时起，王蓬更加努力

学习，培养了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上

大学，成为一名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2009 年，王蓬从天津工业大学毕业

进入工作岗位，当刚步入工作岗位的王蓬

在电视上看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

兵时，王蓬又下定决心要立足岗位、勤奋

工作，为祖国的铁路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

智慧和青春。

23 年来，王蓬不断积累冰雪运动知

识，如今他对冰雪运动的了解几乎达到了

专业水平。2019 年，王蓬成为北京冬奥

会宣讲团宣讲员，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他在不断地将冰雪运动知识“传递”出去，

将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奉献给自己喜欢的

冰雪运动，为助力北京冬奥会、建设冰雪

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日前，新村

街道拥军里社区携手滨海新区商投集团组织

辖区青少年开展“弘扬传统文化，共建魅力社

区”活动，通过“汉服讲解”“汉服体验”，提升青

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丰富社区青少年的课

余生活。

现场还为大家准备了成语接龙、字谜、传

统武术、舞蹈等文艺活动，更有小朋友受文化

氛围感染，主动背诵诗词，声情并茂，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新区小伙为北京冬奥宣讲 最爱偶像身披国旗的身影

“见证祖国强大，我骄傲！”
■ 时报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日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发来借调函，新区小伙儿、
“冬奥达人”王蓬正式加盟北京冬奥宣讲团，成为一名宣讲员。昨天，他激动地告
诉记者：“为北京冬奥宣讲，见证祖国强大，我骄傲！是祖国的强大，让冰雪运动得
以蓬勃发展，我才能成为冰雪知识达人，进而有机会像一朵‘冰花’一样，为国人普
及冰雪知识。”

■ 服务信息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每天上下班都要开

车经过临港桥下，“左转上临港工业区，右拐

就是往听涛苑等居民区。”王女士说，就是在

临港桥下的这个路口，信号灯出现了问题。

由于前往工业区的大车较多，而私家车多前

往居民区，一旦信号灯出现问题，交通秩序

就乱了。王女士说，前几天早晨7时左右她

途经此路口时，发现7:06时信号灯突然停止

运行，本以为是信号灯出现故障导致，但是

第二天王女士同一时间经过该路口时，发现

信号灯仍旧在7:06时关闭。随后的几天里，

王女士都发现了同一情况。

王女士告诉记者，早晨 7 时左右正是

早高峰时段，这时候关闭信号灯会导致车

辆行驶杂乱无章，存在安全隐患。“为什么

要在这时候关闭呢？难道信号灯只在夜间

运行？”王女士质疑道。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交管支

队万年桥大队。交警表示，接到群众反映

后，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了解情

况。据调查，信号灯应该是出现了调试问

题导致定时关闭，目前他们已将该情况反

映给了信号灯维修部门，将尽快解决这一

问题。 记者 田敏

每天早晨准时关闭
这个信号灯真特别

回应：出现调试问题导致定时关闭 将尽快维修

“这里的信号灯为什么
每天到点就关闭呢？是特
意这样设置的吗？”近日，市
民王女士向本报报料称，位
于临港桥下的信号灯每天
早晨准时关闭，给途经此处
的车辆造成了不便。

王蓬王蓬

社区垃圾分类出“新招”

有害垃圾有“归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