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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刷牙

本报讯  日前，我县中苑香格里拉大酒店

在门口的电子屏打出一则广告，“本店最新推出

精美小炒，欢迎品尝”等字眼，引起了不少市民

的关注。作为我县规模和档次较大的酒店之一，

居然开始走“亲民”路线卖小炒，一时成为街头

巷尾热议的话题之一。

据该酒店的餐饮部赵经理介绍，去年中央颁

布八项规定后，各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转作风的

政策和禁令，狠刹吃喝风，尤其是公务接待方面

更是有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这对走中高档

餐饮路线的星级酒店来说影响较大。看到这种情

况，酒店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推出了家常小炒。

其实有这种远见的商家不止一个，常乐酒店也针

对地方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推出了工作套餐，

最便宜的一份只要 12 元，最贵 28 元。

在这几家餐饮企业的带动下，我县餐饮界正

在悄然掀起一股转型热潮，农家菜、家常菜等健康

食品逐渐占据市场。其实，餐饮业的转型并不是偶

然，自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我县颁布了十条禁令，

另外，严格执行“双审双签”制度，并在全县严格

执行“工作日不饮酒、同城不招待、县内不做客”

的“三不”规定，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加快了小餐饮

的繁荣和大酒店的转型，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始大酒

店卖小炒的一幕。            ( 本报记者  田俊雅 )

本报讯  近日，国家林业局专家组

一行 5 人深入我县，实地考察紫柏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并就《紫柏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2 年—2021

年）》（以下简称《规划》）进行评审。

专家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桦皮

沟保护站、瓦房坝保护站、紫柏山国

际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麝人工养殖

示范点等地。专家组一致认为紫柏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自然资源丰富，

是全国唯一以保护野生林麝及其生活

环境为主要内容的保护区，编制《规划》

对保护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作用。

在评审会议上，专家组从审批角度

提出建议，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细化保护

区能力建设中的保护区队伍、宣教系统、

生态教育等内容，使《规划》成为紫柏

山保护区今后上报基础设施、能力建设

项目的依据；要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

理顺人员编制，理顺管理局、保护区中

心站与各基层保护站之间的关系，提升

保护区管理水平和保护能力；要确定紫

柏山保护区为森林系统类型，调整第一、

第二、第三保护对象的顺序；要以预防

为主，加强保护区防虫、防火、防盗“三

防”工作。                   （王娇）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县

公安局女子骑警队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

全县民众及外来游客面前，漂亮的女警、

威风凛凛的骏马、整齐的队形吸引了不

少游客和群众的眼球，成为街头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据悉，近年来，随着我县旅游产业

逐渐兴起，每年 300 多万游客蜂拥而

至，县公安民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压力，原有警务模式已不能适应迅速

变化的新形势。为此，我县因地制宜，

积极探寻旅游警务保障新模式，全力实

施“旅游警察”新战略，今年，我县成

立了女子骑警队，该骑警队由 15 名女

警和 7匹骏马组成，配合旅游警察在城

区进行街面巡逻、交通疏导、警力机动

应急等任务，从而全面提高了街头见警

率、管事率，推行温馨服务、贴心服务，

让优质警务服务走上了街头景区，打造

旅游警务新品牌。来自西安的游客李浩

感叹地说：“女骑警太漂亮了，看到她们，

既感到新奇又提升了安全感。”（秋夏成）

本报讯  4 月 25 日，我县召开国家生

态县创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气污染防治

防震减灾暨消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国家

生态县创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点建

设、大气污染源现状调查、防震减灾工作，

动员部署“2013·平安三秦”消防专项行动。

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张新科主持。

会上，县委常委、副县长辛元平安排

部署生态县创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

点建设、大气污染源现状调查及消防工作；

副县长王桂山安排 2013 年防震减灾工作。

会议同时下发《凤县关于做好国家级生态

县创建阶段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会议强调，建设国家级生态县是实现

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人居环境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条件。全县各镇、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思想，切实将

生态县创建工作摆上主要议事日程，周密

安排部署，逐级落实责任，严格责任考核，

把生态县创建工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

实绩的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县创建目标任

务的全面落实。

会议强调，黄牛铺镇东河桥村、石窑

铺村，红花铺镇永生村、草凉驿村，凤州

镇桑园村鲜家湾移民点作为 2013 年县级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点。要在严格按照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八清四改三化一统一”

要求全面整治村容村貌的基础上，提高工

作标准，积极主动联系包抓单位和包抓县

级领导，加强协作配合，在垃圾和污水处

理、饮用水源保护、公厕管理等方面创新

工作举措，强化人员配备和资金、设施投入，

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并辐射带动示范

点所在镇区域环境的大改观。

会议同时强调，消防工作事关国家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推动社会消防安全

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各镇、各部门一定

要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

求，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充

分认识消防安全工作的严峻形势，切实增

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扎实

推行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严格落实

“三项报告”备案制度，切实提升单位“四

个能力”建设水平。各镇各部门要切实加

强对消防工作的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和各项防范措施，杜绝重特大

火灾事故的发生。

县人大副主任王英杰，县政协副主席

赵升志应邀列席会议。全县各镇各相关部

门主要领导、县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鸿）

本报讯  近日，我县决定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提高城镇社区专职人员、

社区“两委会”成员待遇，确保不低于

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据了解，此次调整的城镇社区专

职工作人员报酬待遇由基础报酬、津补

贴、年限报酬三部分构成，月收入与学

历、职称、年限等因素挂钩，最低不少

于 2200 元，最高可达到 3300 元。同时，

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实行增发基础报酬、

现金奖励和下浮工作补贴的奖惩措施。

社区“两委会”成员待遇调整属于第四

次大幅度调整，除《意见》规定的特殊

情况外，职称达到要求，正职、副职、

委员的月收入最高分别可达到 2500 元、

2100 元、1500 元，比第三次的调资增

幅最高达到 700 元，其中，正职“一肩挑”

的月收入达到 2600 元。此外，还增加

了年终群众评议，满意率达 85% 以上的，根据

岗位不同，分别增发 900 元、600 元、400 元岗

位补贴。                          （张维新）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

广大游客在我县赏花谷、游山水、

跳羌舞、观夜景，并在休闲农庄、

农家乐等地，品味羌族农家小菜、

尝野果，让广大游客在生态自然

中赏景猎奇、歌舞狂欢，玩得喜

气洋洋。据不完全统计，小长假

期间，我县共接待游客 12.6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68

亿元。

4 月 29 日，836 名游客从

西安乘坐首发的“星旅号旅游

专列”到达我县，开始了他们“秦

岭花谷 美丽凤县”浪漫之旅。

“终于来到了灯光之城的最美小

城，在列车上我就感受到了‘秦

岭花谷’的绚丽多姿，嘉陵江

两岸的秀美风光，这里真是名

不虚传的养生天堂！”来自渭

南 62 岁的陈世鹏大爷一下列

车就兴奋的说。在两天的旅程

中，陈世鹏随旅行团众多游客

领略了 212 省道沿线“秦岭花

谷”绚烂的花海风貌，在消灾寺景区美

妙清净的古雅梵音与悠扬超凡的中华佛

乐中，品尝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多

元文化，在古羌园内感受了浓厚的羌文

化，在享有“秦岭云顶、空中花园”美

称的通天河景区，观赏了万亩高山杜鹃

的壮观与美艳，还在秦巴千里栈道“第—

名山”的紫柏山景区踏雪赏春，晚上，

在县城看“星”赏“月”，沉醉于凤凰

湖景区的梦幻光影中，品凤羌美食、观

擎天高喷、跳羌族萨朗，欣赏原生态山

水实景剧《凤飞羌舞》，度过了一个独特、

浪漫的假期。

4月 30 日晚上，记者在新建路看到，

身着羌服盛装的羌族少女正与八方游客

手拉手载歌载舞，整条街变成了“舞的

海洋”。               （秋夏成 刘鸿）

本报讯  “现在

我们凤县的旅游发

展了，企业公司也

越来越多。在县内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一个月很容易就挣 1000 多元，又不怕上

当受骗，还能照顾小孩上幼儿园，孝敬

自己的老人，比流落他乡打工好多了！”

在我县某休闲农庄上班的罗丽娟高兴的

介绍着她的工作。

近日，记者从县统计部门了解到，

2013年第一季度劳动工资报表数据反映，

我县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为 4629 人，比去

年同期增长3%；劳动报酬5296万元，人

均1.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实现

了三产从业人数、薪酬“两个增长”。

今年以来，我县努力推进旅游转型、

工业转型、农业转型、建设转型、社会

转型、民生转型等六大转型升级，着力

建设“精彩凤县、富裕凤县、休闲凤县、

美丽凤县、平安凤县、民生凤县” 六类

特色凤县，全力打造紫柏山国家自然保

护区、消灾寺主题公园、灵官峡景区、

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等六大景区。先后

引进建设了黄金大厦、尔玛人家等星级

宾馆 6个，建成西庄、草店、马场等农

家乐集中区 8个，发展农家乐、家庭宾

馆 283 户，旅游三产持续快速发展。住

宿和餐饮从业人数比

去年同期增长 12.9%，

劳动报酬比去年同期

增长 31.2%。同时，秦岭花谷、凤凰湖

廊桥、古羌风情园、龙源风电等重点项

目的建设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

和劳动机会。建筑从业人员比去年同期

增长2倍，劳动报酬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

在第三产业不断增长的同时，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工会组织，积极实

施自主创业培训和扶持。加大对最低工

资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依法查

处用人单位的违规违法行为，确保新的

最低工资标准得到切实执行，为三产发

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刘鸿）

4 月 24 日， 我 县 2013 年 休 闲
农家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是
由县文化旅游局、药监局、物价局、
农业局、劳动就业管理局等 7 家单
位 联 合 举 办， 在 当 天 的 培 训 会 上，
白石铺村 76 岁的杨桂玉老师给 40
多家农家乐业主讲解了本地农家特
色菜系“凤州十大碗”的烹饪技巧，
并现场进行了示范，学员们对“凤
州十大碗”进行了品尝、交流；县
药监局、物价局和消防大队分别进

行了餐饮食品安全、餐饮业明码标
价和消防安全等知识的培训。从 4 月
25 日开始，该培训将由宝鸡市知名
烹饪师凌盛德领队深入到各镇村农
家乐进行实地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袁宏斌为马场村
颁发了“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匾
牌，并为该村赠送了 10 套休闲农家
服务员服装，杨建平为开班仪式致辞，
陈新为向阳院休闲农家颁发了“休闲
农家乐培训中心” 匾牌。      （秋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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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家培训正式开班

女子骑警队亮相街头

专家为紫柏山发展支招

旅游三产成为农民增收新引擎

狠刹吃喝风促餐饮业转型

本报讯  近日，共青团凤县县委和社会志愿

者在杨家坪小区、中心广场发起“情系雅安 点

亮爱心”募捐活动，为雅安灾区人民提供援助，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重建家园。

募捐物资将通过民政部门及时邮寄给宝兴县

民政局，捐款全部由团省委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

交共青团四川省委，统一用于灾区学生救助、援

建板房教室等。

据悉，截止 25 日下午 6点，共募集到日用品、

衣物总价值 4300 多元，募捐到现金 2114.8 元。

                               （刘鸿）

给力雅安 志愿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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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的窍门
每天至少刷两次，最

好每顿饭后都要刷牙。
刷牙能去除依附在牙

齿上的菌斑，因为菌斑中
的细菌接触到食物，会产
生酸，导致蛀洞。

刷牙时：
用软的牙刷，在牙刷

上挤绿豆大小的含氟牙膏。
刷牙时牙刷与牙龈线

成 45 度角度。
牙刷在牙齿上以打圈

的方式刷牙齿嚼面的最上
部。

每次刷一颗牙，连续。
避免刷毛与牙齿平行刷和
过重刷。让刷毛刷到两颗
牙齿的中间。用同样的打
圈方式清洁牙齿面对舌头
的那一面。

清洁下前牙时，刷头
的角度是对着牙齿内面上
下打圈刷。清洁上前牙时，
刷子的角度是上下笔直，
刷头指向嘴上部。以打圈
的方式刷。

轻 轻 的 用 软 刷 刷 舌
头，从后部刷到前部，不
要用力刷。这会帮助清除
舌部细菌保持呼吸清新。

刷牙两三分钟后，用
水漱口，冲洗口腔。

两把牙刷，轮流使用，
以保证牙刷干燥，每 3-4
个月换一次牙刷。

使用牙线的诀窍
每天用牙线一次。牙

线能清除残留在牙齿之间
的食物和菌斑，如果菌斑
一直残留在牙齿之间，会
形成牙石，就必须要牙医
来清除了。

使用牙线时：
拿一根 40-45 厘米的

牙线。使用干净部分牙线，
用过的部分就把它绕道手
指上。

把牙线绕在双手中指
上，留出 2。5 厘米的空隙
来清洁牙齿。先清洁上牙，
然后下牙。

把牙线放进嘴里用食
指推动牙齿之间的牙线。
小心不要推得太重太深，
伤到牙龈。在牙齿之间和
牙龈周围上下推动牙线。
清洁时牙线必须在牙齿里
成 C 字形。清洁每颗牙齿
之间和里面。

正确地吃食物要多样
化，但是要少吃富含糖和
淀粉的食物。因为这些食
物会在口腔里产生酸，长
期残留在口腔里，会损害
你的牙齿。儿童吃硬棒棒
糖尤其有害。

吃糖类零食也会导致
蛀牙，因为大多数人不会
在吃完零食后刷牙。淀粉
类零食，如薯片，会粘在
牙齿上。因此要避免吃以
下零食：

（1）糖，曲奇，蛋糕
和派；

（2）糖类口香糖；
（3）饼干，面包棍和

薯条；
 （4）干果和葡萄干。
牙科检查
有条件每六个月看一

次牙医。定期检查和专业
清洁牙齿是很重要的。如
果你的牙齿或口腔疼痛或
牙龈肿出血，你也要去看
牙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