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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女忙于工作，忙于为生活奔
波时，父母却老了。操劳了一辈子老人
们，老了老了，结果牙齿缺了，吃不好
睡不香，身体也不好。

本报特别关注老人牙缺失问题，
特邀口腔知名医生，为市民在线解答
如何采用省钱又实惠的方式修复缺
牙，市民可拨028-69982575了解！

缺牙？优选种植牙

牙缺失后，传统的镶牙方法是做
全口的活动义齿，但是由于存在咀嚼
功能较差，不易清洗，磨损牙龈造成二
次伤害等弱点，做的人逐渐减少。而种
植牙是将与人体骨质兼容性高的纯钛
金属经过精密的设计，以外科小手术
的方式植入缺牙区的牙槽骨内。美观
舒适、坚固耐用，可媲美真牙。

省钱？缺牙半口，种植2颗可恢复
种植牙中，半口/全口种植难度很

大。通常，半口/全口缺牙后，患者会出
现牙槽骨骨量不足，牙龈萎缩严重的
问题。而部分种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部分种植，即缺半口只需种植2颗，缺
全口只需种植4 颗，即可恢复一口稳
固耐用、美观舒适的好牙，节省很多治
疗费用。当然，种植颗数多，如果缺牙
颗数少的，可选择缺哪颗种哪颗。

快抢！免费拍片检查

目前，就老人缺牙问题，本报四川
名医健康热线特邀口腔知名医生，为
市民在线解答缺牙难题，市民可拨
028-69982575详细咨询！

针对本报读者，今日前20名拨打
热线的市民，可免费拍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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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134 期开奖结果：

359，单选498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434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 2017058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
码：01、09、28、22、32、13，蓝色球号
码 ：11。一 等 奖 8 注 ，单 注 奖 金
7035961 元。二等奖 111 注，单注奖
金 183419。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
额 702858272元。（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
列5”第17134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697，全国中奖注数
6434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69741，全国中奖注数27注，
单注奖金 10万元。●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 7星彩 17058期开奖结果：
5054414，一等奖0注。二等奖10注，
每注奖额30007元。4945069.72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今日 小雨 18℃-26℃
南风1-2级

明日 阴 18.6℃-27℃
南风1-2级

悦鉴水井坊 遇见六百年的匠心
——水井坊白酒文化品鉴之旅

有度方为悦饮，品鉴乃需
有道。这与当代社交场合中动
辄“干杯”的饮酒文化，可谓泾
渭分明。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
源于缺乏对白酒背后所蕴含深
厚文化的理解，以及欠缺正确
品鉴白酒的方法技巧。

传承六百余年酿酒技艺的
水井坊，致力于推广悠久而风
雅的白酒文化，深感白酒的魅
力须从科学品鉴开始。为此，在
5月20日，成都水井坊博物馆
酝酿出一次“寻香探秘六百年
——水井坊悦鉴之旅”，向源远
流长的白酒文化致敬“表白”。

活动当天，来自神州专车、奥
迪和雪佛兰车友会以及媒体的嘉
宾们造访了位于巷弄深处的水井
坊博物馆。走近青砖灰瓦的别致建
筑，历经时间变迁的酒窖，以及让

人沉醉的清冽酒香，600 年的水井
街酒坊酿酒风貌淋漓尽致地重现
在眼前。

在酿酒车间，来宾们一睹由
历代大师在师徒间口传心授至今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井
坊酒传统酿造技艺”：老窖发酵的
玄妙机理、分层起糟的细致入微、
探气上甑的反复历炼、缓火蒸馏
的耐心守候、看花摘酒的独到经

验……真实的白酒生产场景和传
统手工酿酒的技艺流程，让嘉宾
们与六百年悠远历史的水井街酒
坊不期而遇。

来自水井坊的品酒大师魏江
志老师随后更向媒体和嘉宾们澄
清了因“干杯”文化让白酒蒙受的
误解，希望打破大家“一口闷”喝
白酒的惯性定势，品味中华国粹背
后真正的味道。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建 议
指出：男性安全饮酒的限度为每
日不超过 20 克纯酒精，女性每日
不超过 10 克纯酒精。以日常 15ml

的酒盅斟一杯八分满的白酒。男
性宜喝 4 杯以内，而女性 2 杯即
可止。饮酒需要理性之美，是水
井坊在此次悦鉴之旅中发出的
鲜明声音。

魏江志老师为来宾演示了白
酒的正确品鉴方法：从眼观其色
开始，上品佳酿均为清亮透明、轻
晃酒杯后挂杯均匀明显；第二步
鼻闻其香，微倾酒杯后在鼻前慢

慢晃动，扑鼻而来的是陈香宜人
的纯正酒香；最后口尝其味来综
合判定、格其风味，轻酌一口让酒
液铺满舌尖，就能感受臻酿的美
妙滋味。

“眼、耳、口、鼻、舌、身、意”全
方位的七窍调用，才是白酒品鉴真
正正确的打开方式，每位嘉宾也都
充分体验和享受到白酒的醇酿之
美。在当晚的晚宴后，水井坊特意

准备了专车及代驾服务，确保活动
嘉宾能安全到家。

水井坊向消费者传达了正确
品鉴白酒的理念，在传扬中国传统
白酒文化的同时，传播积极正面的
饮酒建议，有助于让更多消费者更
好地认识和品味白酒，我们很期待
这个颇具成长潜力的高端白酒品
牌在未来举办更多让消费者体验
白酒之美的创意之旅。

■寻香探秘，致敬六百年传承匠心技艺

■悦饮有道，尽享醇香臻酿之美

假牙戴着不舒服？
全口缺牙，
种植牙4颗可恢复

失
败

5月18日，成都人徐炎手机上
名为“全力吼叫，不如温柔拥抱”的
微信群，时不时有新消息提示，来自
陕西、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家长网
友在群里交流“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的教育问题。这个微信群建立近3
个月，已经成为150对父母转变教
育方式的“一根救命稻草”。

从今年 3 月到 5 月，在一家教
育机构培训任职的徐炎发起的“全
力吼叫，不如温柔拥抱”活动已经
进行了 3 期，30 天戒吼，线上打卡
满一个月的家长，可以取回当初入
群的30元激励金。

在徐炎看来，30天让自己成长
为全新的样子，有无限可能。她本身
从事教育行业，深知冷暴力对孩子会
造成何种影响，“如果有一台摄像机，
记录下我们对家人发脾气的瞬间，你
还想看看自己的样子吗？一句恶语，
同样会将他们置身于孤单无助的境
地。面对孩子，父母最大的职责所在

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努力理解他的
所想所为，以他乐意接受的方式，对
他的成长进行引导。”

3期下来，150对家长参加打卡
活动，以妈妈为主，从事教育、医疗、
商业、技术等各个领域。其中有全职
妈妈，也有职场妈妈，他们的孩子有
独生子女，也有二胎宝宝。最小的孩
子仅3岁，最大的则有13、14岁。

而这一次关于家长和孩子的实
验，打卡结果出乎意料：3期下来，
150对家长中没有一对完成打卡任
务。失败的原因则多种多样，有人因
为繁忙工作，有人因为自控能力太
差，还有人是已然改变不再打卡。不
可否认的是，几乎所有家长都自称
在30天的教育实验里得到反省：反
省自身，反省伴侣，反省过去的教育
观念，反省自己的控制能力，甚至过
去几十年的教育理念都在这30天
中被完全推翻——“有理不在声
高”，这句老话又一次彰显其作用。

今年 3 月份，邓女士参加了这
次实验，“我此前的教育方式有问
题，教孩子效果适得其反。”邓女士
的大儿子8岁半，每次做作业会比
较磨叽，甚至半小时只写10个字。
听到同学推荐，邓女士参加了活动。

一开始，容易控制不住，“我就
自己捏拳头，或者去洗冷水脸让自
己冷静下来。”邓女士按照推荐的方
法，不对孩子吼而是跟孩子约定时
间，一旦超过再让孩子来说怎么办。

“慢慢控制脾气大概半个月左
右，我觉得效果很好，先生和孩子
都说妈妈改变很大，也更听得进去
了。”邓女士记得，过去吵架时孩子
会反驳说“一切都是跟妈妈学的”，
现在也改变了。

“现在，儿子积极主动去做哪
些作业是需要完成的，速度提高了
七成。”邓女士很是高兴。因为一次

偶然出差没有打卡，但3月份的实
验效果现在也在延续——她再也
没有吼过孩子，“对待儿子的教育
方式，我也准备对待小女儿身上，
不会吼叫，温柔拥抱。”

来自云南的叶女士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她很后悔在参加第二期
活动时放弃了打卡，“大概只签了
十几天，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有时
确实是没忍住。”

叶女士的女儿熙熙快上一年级
了，但总是没有办法正确书写稍微
复杂一些的汉字，比如自己名字里
的“熙”字，“教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总是写错，吼了她，她还顶撞我。”效
果确实有，之后的日子里，叶女士了
解了如何换个角度和自己的孩子交
流，女儿小熙熙的反差也很明显：偶
尔和家人发生冲突时，她再也不会
选择无礼的顶撞了。

每一天的打卡过程，都是家
长对亲子关系的反思过程。

3月16日深夜，“没有吼叫，我
发现我变温柔了，家也变得温柔
了。”明显感觉到家庭变化后，孩
子妈陈冉忍不住写下感悟。在她
看来，孩子爸工作繁忙而尽责，

“想尽办法陪伴孩子，陪伴老婆。”

陈冉过去很焦虑，关注点始终集中
在孩子成绩上。她开始反省自己，

“我到底要孩子变成什么样？这样
一味读书的童年快乐吗？”为此，她
首先改变自己，“对孩子不满足，其
实是对自己的不满意，我到底要自
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看到自
己温柔的样子，那样很美！”

3月20日，孩子妈许萌开始怀
疑自己，“跟孩子相处时，以往太急
躁，没有发现孩子有很多奇思妙
想，有很多主意和见解，因为我的
急躁，错过了很多风景。”许萌相
信，“换个方式，可以变得很动听！”

还有很多家长在积极考虑对
策——有“积分奖励法”，通过家
庭奖惩制度，得到一定分数后兑
换礼品；也有“走心泄气法”，通过
写信、谈心的方式来解决纷争；还
有“换位思考法”，将心比心。

如何看待“打卡戒吼”的方式？
著名教育专家纪大海表示，从心理
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对那些脾
气较为暴躁的家长来说有一定效
果。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说，则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过一个孩
子有非常不正常、不规范且严重的
行为，家长此时仍然保持一种温和
态度的话，未必对孩子起到很好的
教育效果；如果是一些小事，家长
控制情绪是正确的。总体来说，家
长何时温柔，何时强硬，应该有一
个准则、底线，这个准则和底线就

是孩子所犯错误是否严重，是否触
犯了底线。”

“从方式来说是值得提倡
的。”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和心
理教育的成都壹心公益发展中心
理事长、心理学家张小琼表示，孩
子的每一个言行，都是对外界的
一个探索过程，“如果采取“吼叫”
的方式，让孩子在不明就里中先
产生了恐惧，这对孩子心理成长、
个性探索、人格形成，与外界的关
系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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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吼就去洗冷水脸“冷静”儿子也不磨叽了

观点 温柔?强硬?
应有一个准则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颜雪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制图 李开红

““跟孩子相处时跟孩子相处时，，以往太急躁以往太急躁，，没没
有发现孩子有很多奇思妙想有发现孩子有很多奇思妙想，，因因
为我的急躁为我的急躁，，错过了很多风景错过了很多风景。。
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可以变得很动听可以变得很动听！”！”

上图：嘉宾在活动现场踊跃提
问互动
下图：嘉宾在水井坊博物馆近距
离接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

连续连续3030天不吼孩子天不吼孩子
150150家庭无一打卡成功家庭无一打卡成功

迄今为止迄今为止，“，“戒吼戒吼””实验已开展三期实验已开展三期，，每期持续每期持续3030天天，，已有已有150150对家长参加对家长参加。。结结
果果，，没有一位家长能够成功完成每天的没有一位家长能够成功完成每天的““戒吼戒吼””打卡打卡。。

今年今年44月底月底，，一份调查显示一份调查显示：：全国超全国超8989%%的家长教育孩子时都会吼叫的家长教育孩子时都会吼叫，，四川属四川属
于吼叫的第二梯队于吼叫的第二梯队。。与此呼应的是与此呼应的是，“，“戒吼戒吼””实验呼吁家长改变数十年的生活实验呼吁家长改变数十年的生活
习惯习惯，，提升自控力与自我反省意识提升自控力与自我反省意识。。

成与败
“戒吼”

反思

没有吼叫之后，家也变得“温柔”了

06

超89%家长
都会吼孩子

30天不对孩子吼叫 150对家长无一成功

事实上，吼叫难题并非这
150多位父母的“专利”。今年4
月底，国内知名在线教育平台在
调研了59861份家长问卷、
1058296份学生问卷后，做出关
于“家长吼叫孩子”的数据报告。

数数//据据//报报//告告

活动发起者徐炎

一位吼叫妈妈的

反思
今年今年33月开始月开始，，一次家长对孩子全面一次家长对孩子全面““戒吼戒吼””的实验在成都发起的实验在成都发起。。这项实验要这项实验要
求家长们加入微信群求家长们加入微信群，，加入之初每对家长需交加入之初每对家长需交3030元激励金元激励金，，按照规定按照规定，，打卡打卡
满满3030天天（（戒吼戒吼3030天天））的家长可取回的家长可取回3030元激励金元激励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