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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交警”公号推出
“学法免分”功能
学法考试合格，可以减免 6 分交通违章记分
记者 钱立群 通讯员 吴玉伦
很多“有车一族”一不小心就被记了分。如果告诉你，被记
的分可以通过学习“找回来”，是不是很开心？好消息来了：今天
起，泰州交警支队在新媒体平台正式推出“学法免分”功能，通过
学习考试后，
一个记分周期内最多可减免 6 分的交通违章记分。

什么是
“学法免分”？
据介绍，
“学法免分”
政策在其他地区已有实行
的先例，
我市交警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在多方调研、
论证的基础上，
今天起正式推出这项便民举措。
什么是“学法免分”？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李
智说，所谓“学法免分”是指在驾驶证的一个记分
周期内，记分未达到 12 分的持本市驾驶证的驾驶
人，就本人名下苏 M 号牌蓝牌车辆交通违章，可以
在手机上通过参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
的视频学习和答题，经答题合格后，可以对一起记
分分值为 6 分（含）以下未处理的非现场处罚的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做减免记分处理。
“需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员注意的是，
‘ 学法免
分’仅限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减免记分不超过 6
分，并非 12 分可全部减免，一次学习仅限处理一
起交通违法行为。
”李智说。
据了解，
“学法免分”举措推出的目的，是引导
车主驾驶人守法出行。李智说，对交通违法行为
实行记分制度，从来不是实施交通管理工作的目
的。通过实行“学法免分”，可以让车主主动学习
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直观了解交通违法行为

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社会危害，提升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意识。通过正向鼓励、积极倡导机动车驾驶
人乃至全体交通参与者自动、自觉地遵守交通法
规，
做到文明安全出行。
“这项新举措的亮点凸显在‘学’和‘考’两个
方面”，李智说，学法免分，
“学”字为先。驾驶人在
使用该功能学习时，可自主选择观看减免不同分
值的视频，视频内容范围包含常见交通违法行为
危害、交通安全知识宣讲、交警形象展示等等。
有学习就有考试，
“ 考”可检验驾驶人学法的
认真程度。据介绍，视频学习结束后，就进入考试
的环节。系统将随机显示 20 道试题，试题为交通
基础理论知识、泰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内容
等。试题分值为 5 分一题，考试成绩 90 分以上为
合格，
方可进入交通违法行为的免分处理。

此外，机动车产生记分的交通违法曝光后，有
两种情形不能申请
“学法免分”
：
现场查处的交通违
法行为；
驾驶证处于满分、逾期未换证或未审验、暂
扣、
注销、
吊销、
停止使用等状态的机动车驾驶人。

如何操作
“学法免分”？

据介绍，首先要进行注册。用户需通过“泰州
交警”微信公众号或“泰州公安”微信小程序，进入
“学法免分”界面。点击“学法免分”应用模块，按
步骤输入个人手机、身份证号码，
完成实名注册。
第二步是学习。阅读“学法免分”须知后，进
入学习阶段，自主选择学习、观看减免不同分值的
视频。对于被记 1、2、3、6 分违法行为，由用户自
行选择相对应分值的视频进行学习。
第三步是考试。学习完成后跳转“参加考试”
界面，由用户确认后进入考试。试题共有 20 条，
哪些情形能
“学法免分”
？
题型为选择、判断等客观题，考试时间 20 分钟，每
据介绍，
“学法免分”的推出，在满分学习基础
道题分值为 5 分，90 分以上合格，如不合格可反复
上加入前置式、预警式学习，可有效提醒驾驶人遵
重新答题，
直到合格为止。
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提升安全文明驾驶意识。
最后一步是免分处理。用户通过考试后，可
不过，并非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学法
对交通违法进行处理缴款（目前只支持微信支
免分”
“走捷径”
，从而规避处罚。
付），1 次考试合格可对一起记分分值为 6 分（含）
满足哪些条件可以申请“学法免分”？据了
以下未处理的交通违法曝光做免记分处理。考试
解，机动车驾驶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持泰州
合格有效期为当日 6 时至 22 时，其间未进行交通
市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员；仅限登记在本人名下
违法处理的成绩将失效，需重新学习和考试，也就
的苏 M 号牌蓝牌车辆；在泰州市范围内发生的记
是说，考试合格后如果当天不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分分值在 6 分（含）以下的交通曝光违法记录。对
免分分值隔天就不可以使用。
于免分处理的交通违法曝光，本人须确认违法事
需要注意的是，每日 22 时至次日 6 时是系统
实并对处罚无异议。
维护时间，
这期间将暂停
“学法免分”
功能。

北极星口腔献礼教师节——

即刻种牙享巨惠 五旬女教师更优牙
■北极星口腔连锁关爱教师口腔健康 到院可免费领取爱牙大礼包
教师是让人尊重的群体，因为工作较忙的原因，他们经常会忽略了自己的口腔健康。北极星口
腔开展的“关爱教师口腔健康”活动，9 月初就已经开始，一些有口腔问题的教师们，纷纷趁着节假
日，来到北极星进行牙齿的治疗。

牙病久拖成大病 缺牙不补危害大
北极星口腔连锁接诊的教师
群体中，有很多人患有不同程度
的龋病、牙周病、口腔黏膜病和缺
牙等问题。前段时间，技术院长
接诊了一位退休老教师，就因为
龋齿而拔掉了几颗牙，之后一直
使用假牙生活。但假牙舒适感不
高，咀嚼力不强，加上几年来牙齿
又掉了几颗，所以真想做一口耐

用的种植牙。
很多人牙齿出问题的时候会
先忍着，
但牙病和身体其他疾病一
样，久拖就会变严重，缺牙也是如
此。牙齿缺失危害有很多：首先，
会危害邻牙，邻牙失去支撑，会往
缺牙处伸长、
移位，
出现咬合问题，
还容易存留细菌；其次，会影响说
话、面貌，缺牙后说话容易口齿不

清，面颊也会因没有牙齿支撑而
逐渐凹陷，比同龄人显老；再次，
会危害身体健康，牙缺失会直接
影响咀嚼，食物嚼不烂会加重肠
胃系统负担，而吃不好也会影响
身体健康。另外，据调查研究表
明，缺乏咀嚼刺激，会加速海马回
细胞退化，更易患老年痴呆。所
以，
缺牙要及时修复不要拖。

种植牙稳固耐用优点多 北极星为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牙缺失的修复方式主要有三
种：活动假牙、烤瓷牙和种植牙。
活动假牙异物感强、易脱落，且咀
嚼力较差。烤瓷牙则需要磨损健
康好牙，使用年限不长。种植牙
作为先进的修复技术，不仅稳固
耐用，咀嚼力更接近真牙，它当天
种当天用，具有种 4 颗恢复半口
牙的优点，也更受缺牙人的青睐。
此次教师节，北极星口腔连
锁泰州机构举办的“关爱教师口

腔健康”活动中，技术院长会为大
家普及口腔健康知识，讲解预防

牙病的方法，针对缺牙却对修复
方法不了解的患者，还会为他们
讲解不同修复方法的特点。
针对教师群体，北极星口腔
还会提供节日福利，除了免费口
腔检查外，爱牙礼包中还准备了
洁牙券、免费拔牙、补牙券，牙齿
美白享半价优惠，种植牙在 9 月
爱牙日活动基础上再优惠。一系
列活动旨在献礼教师节，为教师
群体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关爱教师送福利 享口福为健康加油
据调查，退休后的老教师
牙齿缺失的情况不在少数，所
以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北极星
口腔连锁举办了“关爱教师口
腔健康”的公益活动，从 9 月 1
日起，教师可凭本人教师证到
北极星口腔，免费领取教师节
铁齿铜牙礼包一份，预约时间
截至 9 月 10 日，即刻拨打电话
预约还可享受更多优惠：

到店即可 0 元享 560 元口
腔数字化检查套餐；
55 岁以上客户享受免费拔
牙 一 颗（不 含 智 齿、复 杂 牙 拔
出，
不含麻药费）；
美国种植牙种一送一；
韩国种植牙特价 6666 元；
隐形矫正立减 10000 元；
金属托槽特价 6999 元。

没有龋齿却牙疼？
可能是牙隐裂惹的祸
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经历：
吃
一些凉的或硬的食物时，
牙齿会
突然感觉一股剧烈的疼痛。如
果你有过这种感觉，
那么很有可
能是牙齿上出现了牙隐裂。
牙隐裂，又叫牙微裂：即牙
冠表面出现生理性细小的裂纹，
这种裂纹并不显眼但会深入到
牙齿里面，
因此也就造成了这种
突发的疼痛。牙隐裂若不及时
治疗，
会引发龋齿、牙髓炎、牙髓
坏死和根尖周炎等症状。
爱牙
热线

如何才能降低牙隐裂的风
险呢？
1.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尽
量少咬硬性食物；
2.定期口腔检查，如有隐裂
可预防性调合、充填，过锐、过
陡的牙尖要进行调磨；
3.重视牙隐裂的早期症状，
及时就诊，
防止隐裂进一步发展；
4.重度深覆合、牙齿重度磨
损，特别是有夜磨牙表现的患
者，
可适当佩戴咬合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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