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路镇!三早"备战!三夏"

本报讯!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薛雨"

#三夏$ 生产日渐临近% 郸城宜路镇从

&早$字着手%精心组织%科学谋划%制定

得力措施%确保&三夏$生产高效进行'

早宣传%营造氛围' 该镇充分利用

广播 (张贴标语 (悬挂横幅 (宣传车巡

逻(发放明白卡等方式%广泛宣传秸秆

燃烧危害(防火注意事项(秸秆还田技

术(各项惠民政策以及对违禁行为的处

罚方式等内容%营造浓厚的#三夏)安全

生产氛围'

早部署%落实责任' 该镇成立 #三

夏)工作指挥部%同时建立健全#三夏)

工作宣传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奖惩措

施等%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全村与

镇政府签订 *秸秆禁烧责任书+% 保证

&三夏)生产期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处

烟'

早准备%配齐物资' 该镇做好农业

机械摸底排查工作% 积极协调调度机

械%一方面保证联合收割机(秸秆打捆

机(旋耕机(播种机能满足收种需求%确

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及时播种%另一

方面要求各村配齐宣传设备及灭火设

备%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安全防火工

作体系%保护群众的粮食生产安全和人

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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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疾病健康教育宣传专栏
本栏目由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主办

!!!!!!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

蛀牙% 但实际上没有一颗蛀牙的孩子

却很少见% 因为刚萌出的牙齿发育尚

未完全%表层钙化不足%耐酸性差%窝

沟深%容易发生龋坏%而且儿童很少主

动注意口腔卫生% 正确刷牙的能力较

差'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牙防中

心的专家将对儿童口腔保健问题逐一

答疑解惑'

一" 你知道人的一生有几副牙齿

吗#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
!

副牙齿 %即

乳牙和恒牙%乳牙是人的第一副牙齿%

恒牙是人的第二副牙齿% 为人体服务

终生'

二"牙齿有哪些功能#

主要功能是咀嚼食物(摄取营养%

其次是协助发音% 保持面部的正常形

态% 它与儿童口腔颌面部的发育和全

身的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三"这些牙齿中哪些最重要#

毫无疑问六龄齿最重要 % &六龄

齿) 也就是儿童
&

岁萌出的第一恒磨

牙' 六龄牙在整个恒牙列中% 萌出最

早%使用时间最长%它们就像盖房子的

'

根顶梁柱%对全口牙齿的稳固起着决

定性作用% 对儿童上下颌及面部的发

育也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它的表面窝

沟多又深%易藏食物残渣%容易得龋齿

即蛀牙'

四"怎样保护牙齿$不患龋齿#

"(

做到早晚刷牙(有效刷牙' 目前

提倡的正确刷牙方法有竖刷法和生理

刷牙法'

刷牙要动作轻柔%不要用力过猛%

但要反复多次' 牙齿的每个面都要刷

到%特别是最靠后的磨牙%一定要把牙

刷伸入进去刷'

!)

定期检查及早治疗'每半年做一

次口腔检查%发现问题及早治疗'

*)

少吃甜食%多吃蔬菜粗纤维类食

物'

')

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是做窝沟

封闭'

五%什么是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是把一种高分子复合树

脂材料涂布在窝沟% 当它流入并渗透

窝沟后因化变硬% 形成一层保护性的

屏障覆盖在窝沟上' 窝沟封闭后%一方

面窝沟内原有细菌断绝了营养来源 %

逐渐死亡% 另一方面外面的致龋细菌

不再进入% 从而达到预防窝沟龋的目

的'

六"什么年龄段适合做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预防龋病!虫牙"的方法

主要作用于儿童与青少年新萌出的恒

磨牙' 六龄齿是承担咀嚼功能最主要

的牙齿%萌出早%如不注意保护%很容

易患龋病!虫牙"%因此成为窝沟封闭

的主要对象' 通常六龄齿在
+,$

岁时

完全萌出%是封闭的最佳年龄'

七"封闭之后能维持多久#

封闭一剂一般可以长期保留' 刚

做完封闭时% 最好在
*%&

个月做一次

复查% 以后每年做口腔常规检查时应

同时检查封闭的牙齿% 以便及时发现

封闭剂脱落时及时给予弥补'

八" 窝沟封闭是否会对牙齿产生

危害#

窝沟封闭是一种无痛( 无创伤的

方法%该技术在国际上已有
#-

多年的

使用历史%安全(无毒(无害'

!梁显瑜"

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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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周口市人民路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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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市

专科病医院牙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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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实习生 杨

培成 "

#

月
!!

日晚 %

!-"#

年 &欢乐

中原,文明周口 ) 广场文化活动暨

&工商之歌 ) 专题文艺晚会在市区五

一广场举行% 吸引了广大市民驻足观

看'

晚会节目精彩纷呈% 优美的歌舞

表演拉开了会演的帷幕' 紧接着% 少

儿舞蹈( 民族歌曲( 现代舞节目纷至

沓来% 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由

市工商局职工带来的诗朗诵 *工商 %

我的挚爱+ 深情温暖% 展示了工商人

积极向上的一面- 杨美荣的 *穆桂英

挂帅+ 选段% 唱腔铿锵有力% 充满了

热情奔放的阳刚之气- 戏曲小明星常

博涵带来的 *花木兰+( *对绣鞋+ 选

段有声有色 %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

舞蹈 *雨伞+ 的表演者以优美的舞姿

把观众们引入了如诗如画的梦境% 为

观众奉上了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 最

后晚会在歌曲 *阳光路上+ 的伴随下

落下帷幕% 也诠释了积极向上( 阳光

热情的精神理念'

整场晚会有欢笑( 有深情( 有鼓

励( 有昂扬% 不仅体现了工商人员为

人民服务( 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也

展现了新时期周口市人民和政府的鱼

水深情'

&展示最美 ( 分享最美 ( 争做最

美% 让家庭文明之花在沙颍河畔竞相

绽放')

#

月
"'

日% 由川汇区荷花路办

事处举办的首届 &最美家庭) 表彰大

会精彩呈现% 市中级法院政治部教育

处副处长李莹代表 &最美家庭) 披红

戴花% 上台领奖发言'

此次活动共有
!)"

万多个家庭参

与 %通过居民自荐 (单位推荐 (社区推

荐%历经
!

个多月最终评选出
!#

户&最

美家庭)'

李莹的家庭四世同堂%下有一个
"!

岁的女儿%上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个
.-

多岁的爷爷' 全家人遵纪守法(夫妻恩

爱(尊老爱幼%深受社区和邻里好评'

创新敬业 乐于奉献

李莹对工作充满激情%时时处处把

工作装在心中% 以模范言行感召人(以

真情真意打动人%将枯燥的教育处工作

干得有声有色' 为抓好学习教育工作%

她先后组织开展了&关爱老人(孝敬父

母%做让父母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法

官)周口市法院系统首届孝德模范评选

活动和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

老人&三走近三关爱三服务)活动%维护

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她们创造了一

个公平公正(便民惠民的司法环境'

李莹结合本职工作要求%利用晚上

下班时间% 选择典型案例汇聚成册%分

发给每位干警' 她还为每位干警设立了

个人信息库%将他们的履历(获奖情况

等逐个登记造册%确保一项不漏%并定

期告知% 使
!-

多名干警在晋升晋级中

直接受益' 参加工作以来%她连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

*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多

次被评为 &优秀法官)(&优秀宣传工作

者)'

夫妻同心 家庭和睦

李莹和丈夫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相

互尊重%工作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丈

夫邹志强是名民警%任务繁忙%经常加

班加点' 在工作之余%他们俩一有空就

赶紧回家陪伴老人和孩子%辅导女儿学

习功课%让家里充满温馨和幸福' 每当

加班回到家时%李莹总是先到爷爷和公

公婆婆房间%为他们掖掖被角(打扫下

房间%然后回到女儿床边%给女儿一个

温柔的吻% 让女儿带着开心和幸福入

眠' 李莹是个孝顺的儿媳(勤俭持家的

妻子(教子有方的母亲%在她的悉心照

料下%爷爷和公公婆婆健康幸福%她们

夫妻恩爱和谐%她的女儿成绩优秀'

团结邻里 乐于助人

李莹乐于助人% 和邻居相处融洽%

深得信任和尊重' 一次周末%邻居王大

伯在小区里散步时%心脏病突发' 她闻

讯后%放下家务活赶紧跑过去进行紧急

救治%并联系救护车%把老人送到医院%

为老人垫付医药费办理了入院手续%在

老人的家人赶到后才离开医院' 邻居刘

大妈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上班%她经常

孤身一人在家' 隔不几天%李莹就会到

刘大妈家里坐坐%陪她聊聊天%帮她干

些家务活%让她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在

她的带动下% 小区里的居民有难伸手(

有事相帮%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处处洋

溢着和谐和幸福'

女法官扮靓!最美家庭"

记者 卢好亮

本报讯 !记者 刘琰 实习生 杨培

成 董美玉"

#

月
!!

日%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永志带领调研组% 就
!-"'

年

度东新区财政预算执行和
!-"#

财政预

算!草案"情况进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对东新区重点项

目和公共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实地察看%

并同东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询问'

在座谈会上 % 调研组听取了东新区

!-"'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

年

财政预算草案的汇报%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杨永志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审计工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财政

预算工作的意见'东新区管委会要做好

以下四点工作.一要加强*预算法+的培

训' 要学习新的*预算法+%为切实做到

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打好基础' 二要加

强预算编制' 要最大限度提高预算的

科学性和细致性% 本着为周口经济发

展服务的原则合理预算' 三要加强预

算的执行性' 要抓住 &关键手)% 对已

经预算在内的目标要化为行动% 对于

突发情况% 要善于调节% 保持工作总

体稳妥进行' 四要加强预算的审查监

督' 一方面要尽快形成完善机制% 另

一方面要提高行政人员的自觉性% 同

时对审查要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提高

研究质量% 进一步深化财政预算体制

改革% 健全部门预算制度% 充分发挥

公共财政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

民生的支撑作用'

杨永志在东新区调研时强调

依法理财 依法行政 改善民生

省工商局纪检组长苗国强莅周调研
!!!!!!

本报讯
#

月
!"

日% 省工商局纪检

组长苗国强莅临我市就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和市场监管工作进行调研%要求全

市各级工商机关要认真落实 &两个责

任)%转职能(强素质%提效能(树形象%

永当市场监管主力军%服务周口经济发

展新常态'

#

月
!"

日上午% 苗国强一行实地

察看了市工商
"!*"#

申诉举报中心(广

告监测中心(廉政文化长廊(道德讲堂(

行政效能电子监察中心后召开了座谈

会% 听取了市工商局工作情况汇报%围

绕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市场监管

进行座谈'

苗国强要求% 一要处理好分级管

理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加强业务

指导的关系% 时刻牢记服务发展根本

要求% 以业务指导为支撑% 加强业务

建设% 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二

要处理好市场巡查与抽查的关系% 切

实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能% 强化监管措

施% 当好市场监管主力军' 三要强化

培训( 提升素质' 学习培训是提高队

伍建设的根本方法% 要加强教育( 指

导 ( 监督 %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自学 %

增强队伍学习的主动性( 自觉性% 用

理论指导工作' 四要按照纪检监察机

关 &转职能( 转方式( 转作风) 的要

求% 认真落实 &两个责任)% 明确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内涵% 层层传导压

力% 形成人人肩上有责任( 个个工作

有压力的工作机制- 纪检监管干部要

加强学习% 提升素质% 做一名忠诚的

纪检监察干部' !崔健"

我市举办!工商之歌"专题文艺晚会

扶沟县!五个一"服务群众常态化
!!!!!!

本报讯 扶沟县持续巩固和拓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以&五

个一)为抓手%对全县干部的作风建设

抓常(抓细(抓长%服务群众常态化(常

效化%做)三严三实)的好干部'

确定一名帮扶对象'全县科级以上

干部每人每年确定一名困难户作为帮

扶对象%每周到困难群众家庭中不少于

*

次%对困难群众从政策引导(除愚提

智(资金扶持(生活帮扶等方面提供帮

助'

!-"#

年全县
.--

多名科级以上干

部全部确定了帮扶对象%

#

个月来为困

难群众办好事解难事
"&--

多件'

帮建一个项目' 按照因地制宜( 从

实从效的原则% 大到帮建一个企业% 小

到帮助发展家庭种植( 养殖业% 今年该

县已为困难家庭帮建
&--

多个项目'

破解一道难题' 针对制约 &三农)

问题的体制性( 机制性问题和影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瓶颈) 问题% 确

定一个研究课题开展调研% 剖析问题

症结 % 提出切实可行的针对性措施 %

目前已确立了
"--

多个研究课题'

帮培一批后备干部'选树一批素质

高(声望好(能力强的人员作为村级后

备干部%加强锻炼%重点培养'对新当选

的村&三委)干部进行培训%使他们提升

党性观念% 掌握实用的工作技巧和方

法%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一篇民情日记' 全县统一印制了

带有吉鸿昌和焦裕禄名言警句的民情

日志本% 帮扶干部根据入村工作开展

情况撰写民情日志% 记做法( 写体会(

谈打算% 县委派出督导组定期不定期

对干部服务群众和民情日志撰写情况

进行检查% 每月进行一次公开通报和

评比'

!魏文升"

!!!!!!#

月
!'

日# 商水县巴村镇上城村返乡农民工党强呛和工人一起操作电子编织机$ 党强呛返乡后创建了毛织厂# 吸收村

里
*-

多位村民进厂工作$ 近两年来# 该县通过实施 %回归工程&# 使
*---

多名 %金凤凰& 归巢兴业# 并为
&

万名多农村剩

余劳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乔连军 摄"

!!!!!!#

月
!!

日#江西九江学院师生到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参观考察#他们先

后参观了华威百狮园'楹联景观'书画展厅'古碑廊'民俗馆'艺术馆'古床馆和华

威购物中心等$

!记者 刘彦章 摄 "

田口#!小西瓜"带来大变化
董小艳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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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华县田口乡田口村 % 一种只

有三四斤重( 皮薄( 甜度高的大棚西

瓜% 如今却成了市场上的 &宝贝)' 说

起这 &小西瓜) 给村里带来的大变化%

还要从该村致富带头人( 村党支部书

记张龙说起'

!-"!

年% 该村青年张龙任村党支

部书记' 他刚上任就走村入户摸底调

查( 听取群众意见' 当他看到困难群

众的家境时% 明白了光靠帮扶解决不

了根本问题% 要想摆脱贫困必须要发

展经济'

从哪个方面打开突破口一直是张

龙思考的问题' 他经过反复思考% 理

出了一条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瓜果蔬菜

高效种植的致富之路' 他带领村 &三

委) 成员和群众代表到外地考察学习

种植技术 % 帮助群众选购优良瓜苗 %

聘请专家对瓜农进行种植培训和技术

指导% 引导群众提高科技水平% 改变

种植模式% 发展反季节瓜果蔬菜种植'

在他的带领下% 该村已发展大棚西瓜

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

多亩 % 建西瓜

大棚
"'-

座 % 瓜农每亩收入达
"----

元' 为使产品早日打入市场% 他又成

立了田口辉煌瓜果蔬菜合作社% 组建

了
#-

余人的瓜果购销经纪人队伍% 注

册了商标' 田口 &西瓜) 成了田口乡

的一张名片'

针对行政村道路年久失修 ( 通行

不畅的实际情况% 张龙又多次召开会

议% 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 投资
!!-

万

元对村内道路进行了整修( 新修% 有

效解决了制约该村发展的 &瓶颈) 问

题% 改变了田口的村容村貌'

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

张龙在村里建成了高标准老年活动室(

图书室( 医务室% 组建了青年业余篮

球队( 文艺队( 秧歌队等'

&小西瓜) 让张龙在群众中树立了

威信% 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三夏(进行时

多和群众!对对表"

谢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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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广西某县采访# 发现

这里的机关窗口单位上午提前半

小时开门#中午不休息#办事的群

众来了#有凳坐#有水喝#不用再

吃%闭门羹&$听当地一位朋友说#

他曾在下班时间向办税大厅递交

过出口退税申请(((原来# 自治

区国税部门有要求) 只要纳税人

有需要#哪怕已下班#也要延长时

间办理$

过去常说#%官大表准&# 谁有

权谁说了算$ 但现在却是机关单

位主动和群众%对表&%调时&#把麻

烦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群众$ 事

虽小#却赢得群众点赞$ 反观一些

地方'一些干部#想问题'办事情'

做决策#只顾自拉自唱'自我欣赏#

找不准问题#把不准脉#出现农家

书屋%北方介绍种甘蔗'旱地配发

养鱼书&等怪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正

在展开$如何%实起来&*只有俯身

躬行'换位思考#多和群众的需求

%对对表&#把群众意见作为指针#

把百姓期盼作为方向# 才能真正

把好事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