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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宗雷 胡正球 记者 沈娟

娟） 记者从合肥市蜀山区了解到，

为推动垃圾分类与回收工作，改变辖

区居民垃圾投放方式，蜀山区深入推

广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居民对垃

圾分类参与度显著提高，垃圾分类的

习惯正渐渐养成，目前全区月回收物

品类垃圾已突破10吨大关。

据统计，蜀山区 7 月共收集餐厨

175 桶, 有 毒 有 害 5.4 公 斤, 废 金 属

1938.16 公斤,塑料 3965 公斤,纸张

10212.83公斤,玻璃1383.09公斤，全

区的回收物品类垃圾首次突破 10

吨，较以往数据有大幅提升。

蜀 山 区 城 管 委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经过在小区、行政机关等场所第

一次投放后，可回收物品进入红枫路

大型可回收仓储分拣点，仓管员将对

其进行严格的二次筛选，以确保资源

类可回收物的品质，“比如筛选后的

纸张类资源，仓管员会重新分拆打包

运送到最适宜的场所实现再利用。”

蜀山区单月回收纸类废品突破10吨

星报讯（吴京 齐民 张健 记者 祝亮）

昨日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获悉，作为该区首

个文创园，庐阳建华文创园建设临近尾声，

目前正在火热招商中，预计今秋开园。

庐阳建华文创园紧靠中环临泉路，临近

地铁 3 号线、5 号线。建华文创园前身是藕

塘工业区，大多修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主

要分布一些印刷、机械制造等小作坊。

去年引进杭州建华集团，对占地 66.7

亩的老工业区进行改造，一期总投资 7000

万元，充分利用建华集团成熟的园区建设、

运营模式，秉承有机更新的原则，将旧厂

房、旧仓库保留下来，通过加固改造、装修

装饰，分别改造成创意企业办公集聚区、商

务配套集聚区、产业加速集聚区、互联网产

业集聚区、孵化研发集聚区、时尚产业集聚

区等6个产业集聚区以及历史遗迹陈列区、

运动休闲服务区等2个公共服务区。

星报讯（王士俊季云冈记者沈娟娟）在

菜市场买菜，全程可追溯，而且还能一键对菜

品或服务评价，差评多的经营户将被清退。

记者从合肥市蜀山区了解到，燕园优购农贸

市场正式开业，未来将酝酿送货到家服务，这

也是今年合肥第一个民营企业自建菜市场。

燕园优购农贸市场位于合肥市蜀山区

五里墩街道潜山路与焦岗路交口，占地面积

5190㎡，建筑面积1800㎡。

燕园优购农贸市场总经理王涛介绍，为

了保证菜品的安全，每天都将抽检不少于

25 个品种的肉菜，“一旦发现问题，将会销

毁并追源。”

今后市民只要登录 APP，就可以“下

单”菜市场的肉菜，会有专业的服务人员采

购并免费送上门。

合肥今年首个民企自建菜市场开业
今后可“送菜上门”，三次差评将强制退场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大千世

界无奇不有，聚众赌博因赌资纠纷，有

人竟报警求助，想请警察“撑腰”！结

果所有涉赌人员被一网打尽。近日，

合肥大杨派出所破获一起令人啼笑皆

非的赌博案，抓获4名涉赌违法人员。

8 月 3 日，大杨派出所接群众报

警称，明发商业广场一咖啡店内，朋

友在一起打牌，有人出老千，希望民

警前往处置。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

立即赶往现场，很远就看到咖啡店门

口聚集了一大堆人，且情绪非常激

动，正在激烈争执，见此情形，民警立

即将争执的双方分开。

经初步了解发现，该起纠纷疑似

因赌博引起，随后民警将涉嫌聚众赌

博四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查证，8 月 3 日下午 14 时许，

小 A 等四人在大杨镇明发广场一咖

啡店内用扑克牌“比鸡”赌博，小A运

气一直不佳连续输钱，越想越气，认

为其他人合伙“出老千”使诈，在准备

离开的时候，发生纠纷并打电话报警

求助，说有人“出老千”，要求民警来

“主持公道”。目前，4 人均因赌博被

行政拘留。

赌博遇“老千”竟报警让警察“撑腰”
怕疼，不敢拔牙？
试试微创拔牙

□ 健康热线

□ 下周预告

夏季高血压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夏季可以随意减药或停药吗？下周二（8月

14 日）上午 9：30～10：30，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将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脑

病四科副主任医师周婷与读者交流。

周婷：医学博士，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针

药并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如脑梗死、脑出

血的防治，颈椎病、高血压病等各种常见老

年病。 □ 王津淼 记者 马冰璐

什么是隐形正畸？为什么牙齿会出现

松动？什么是微创拔牙？8月7日上午9：

30～10： 30， 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邀请了合肥市口腔医院胜

利路门诊部主任钱毅与读者交流。

□ 徐莉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牙列不齐有多种危害
读者：牙列不齐的危害有哪些？

钱毅：牙列不齐会影响患者口腔功能的

正常发挥；牙拥挤错位时，由于不易自洁可

引起牙龈及牙周炎症，同时，错位的牙可因

咬合异常而影响牙周组织的健康；影响颜面

部生长发育及美观；影响心理健康。

隐形矫正不需要钢丝
读者：什么是隐形正畸？

钱毅：隐形正畸又叫“隐形无托槽矫

正”，是牙齿矫正的一种。隐形无托槽矫正

不需要传统矫治过程中的钢丝和托槽，而

是由安全的弹性透明高分子材料制成，不

影响美观，不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同时，

隐形无托槽矫正没有了粘结托槽、调整弓

丝的繁琐，操作相对简便，整个矫治过程省

时又省力。

牙周炎会导致牙齿松动
读者：为什么牙齿会出现松动？

钱毅：慢性牙周炎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

疾病，我国的多数成年人患有慢性牙周炎。

慢性牙周炎在疾病的早期并不引起牙齿松

动，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包绕牙根的牙槽骨

发生慢性吸收，当吸收的程度超过牙根长度

的1/2时，牙齿的支持力量减弱，导致牙齿松

动。此外，意外或者用牙不当，如撞伤、跌伤

等情况，使牙齿受到伤害，还有些人喜欢咬

食过硬的食物或者用牙齿开啤酒等，这样的

过大的外来力量使得牙周膜受到的损害，也

会出现牙齿松动的情况。

微创拔牙可以减轻痛感与恐惧感
读者：什么是微创拔牙？

钱毅：采用进口麻醉器械和药物，再结

合特殊的拔牙挺，对患牙四周韧带组织进行

微创剥离，形成患牙与牙槽窝四周组织完全

分离没有阻力，此时只要轻轻一拔，在患者

基本没有痛感的状态下即可拔除患牙。这

种方法对周围组织的损伤极小，不会损伤邻

近的牙齿，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患者对拔牙的

心理恐惧感。

钱毅，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牙列不

齐等错颌畸形的矫治，尤其是儿童发育期

的预防性功能矫治、口腔隐形矫正(舌侧

矫正、无托槽隐形矫正)、多曲方丝弓矫治

技术。

□

地
市
传
真

小偷以网吧为家数月不洗澡
民警抓他时差点被熏吐

星报讯（于美杰 刘畅 张发

平） 栖身网吧数月不洗澡，身上

是黏黏的，白衣服已经变成黄色，

身上的异味差点把人熏吐。8 月

4 日，马鞍山市雨山公安分局平

湖派出所民警在一网吧内进行检

查时，将这名奇葩小偷陈某抓获。

32 岁的陈某多年前有过抢

劫前科，出狱后成家立业。2018

年初失业后，他自暴自弃，对家人

也不管不问，索性以网吧为家。

陈某的钱很快花光了于是他开始

走出网吧寻找盗窃目标。每次作

案，他都穿着一件黑色短袖T恤，

专门挑选没有拔钥匙的电动车下

手。由于多次作案，陈某早就进

入民警视野，最终将其抓获。

男子选举现场舞剑泄愤
民警调查依法拘留

星报讯（倪士军 记者 吴

传贤） 日前，淮南市潘集区潘集

镇草庙村进行村民委员会主任选

举。12 时，选举结果公布后，55

岁的村民王某借着酒劲，手持平

时锻炼的宝剑来到选举现场之一

的草庙村便民服务大厅，以危房

改造补助至今未发放为由，公开

辱骂新当选的村干部，并拔出宝

剑欲追刺再次当选的村委会主任

姚某。姚某见王某醉酒状态，未

与其争执，离开现场。王某无处

泄愤，挥剑砍了几下座椅后离开。

随后潘集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取证，依法

传唤王某，王某对其滋事行为供认

不讳。目前，王某因寻衅滋事已被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六日处罚。

老太家中失火
多警种联动扑救

近日，含山县陶厂交警中队

中队长贺清海率队巡逻至街道路

段时，一名中年妇女拦车求助，说

附近一位老太太家的厨房失火

了。贺清海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

民警，共同前往火灾现场进行扑

救。几分钟后，辖区派出所民警

和消防人员相继赶到，用灭火器

和水枪进行扑救，很快将火势控

制并扑灭。 □ 芮训凤

朋友劝酒扛不住
酒驾被查后悔迟

日前，马鞍山市交警开发区

大队民警查获一起酒驾。原来，

该驾驶人当晚和朋友聚餐喝了点

酒。因离家近，他酒后抱侥幸心

理开车上路了，没想到还是撞上

了交警。“ 还是自己没有守住底

线，碍于情面，心存侥幸，真是不

应该。”当民警告知要给予处罚

时，该驾驶人十分后悔地说。

□ 谢昕

爱心人士捐助巢湖市
槐林镇槐光小学2万元

8月6日，来自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工业技师学院的爱心

人士胡和平先生，返乡探亲时，向

巢湖市槐林镇槐光小学关工委捐

助 2 万元，帮助该校添置教学设

备。他说：“我们生活紧一点，贡

献出一份微薄之力，让母校发展

更快一点，让孩子们学习条件更

好一点。” □ 陈昌根

庐阳区首个创新文化产业园金秋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