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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没有垃圾分类的自觉性

昨天下午，记者在开发区迎
春路的一垃圾箱旁看见，一位市
民顺手把一个矿泉水瓶扔进标
着“不可回收”字样的垃圾桶里，
就转身离开了。记者看了垃圾
箱的两个桶内，水瓶、卫生纸、塑
料袋混杂在一起，看不出来垃圾
分类投放。

“在家里，厨房和客厅各一
个垃圾桶，平时没注意分类，哪
里方便就在哪里丢垃圾。”正在
路边散步的吴女士说，在街上，
往垃圾箱丢垃圾的时候已注意
到垃圾箱上的“可回收”和“不可
回收”标志，但分不清哪些垃圾
是“可回收”，哪些垃圾是“不可
回收”，所以，就随便往垃圾箱投
了，总比把垃圾丢在街边好。吴
女士的朋友张女士也表示：“有
些垃圾还是晓得分类，比如说易
拉罐、塑料水瓶就是‘可回收’垃
圾，但有些东西就分不清了。当

我分不清的时候，就随便放
了。”

环卫工——
能卖钱的都“可回收”

一些市民称，经常能看见环
卫工人将“可回收”与“不可回
收”垃圾全装在同一辆车上。“大
概是上个礼拜吧，我经过开发区
东方路的时候，有一处垃圾投放
处是由四种颜色的四个垃圾箱
组成的。但一位环卫工人竟将
这四桶垃圾全倒在自己的小车
里，并没有看见他分类。如果环
卫工人是这么做的，那市民就算
分类投放垃圾，又有什么意义
呢？”一位市民说道。

针对垃圾分类的问题，记者
采访了正在打扫卫生的两位环
卫工人。“我晓得一些垃圾是‘可
回收’的，比如我们常见的废纸、
塑料瓶、铁盒等。‘不可回收’的
就是一些果皮、烂菜叶、烟头
等。”环卫工人张阿姨说，“我只
能分辨常见的一些垃圾，有些东
西，比如说电池等东西，我就分
不清了。”另一位环卫工人杨师
傅说：“我也分不清垃圾的类
别。我只知道，能卖钱的垃圾就
肯定是‘可回收’垃圾。塑料瓶、
易拉罐、铁制品、废纸皮就是我

经常捡来卖的东西。”杨师傅表
示，每次清理垃圾箱的时候，两
个桶里的垃圾都是混乱的，根本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市民丢垃
圾时不区分，那环卫工人收垃圾
的时候也不会去区分了。

相关部门——
环保观念要深入民心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可回
收物品主要包括未严重玷污的
文字用纸、包装用纸等纸类；废
容器塑料、包装塑料等塑料制
品；各种类别的废金属物品；有
色和无色废玻璃制品；旧纺织衣
物和纺织制品等织物。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垃
圾分类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态
发展理念和行为，可回收资源可
以进行再加工，不能进行再加工
的，可以进行无污染处理，这样
不仅减少了处理垃圾的成本，还
保护了环境。这不仅需要硬件
的建设，更需要人们意识的觉醒
和自觉行为的形成。但是，市民
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远远不够，因
此，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环保意
识深入民心，让群众意识到垃圾
分类的重大意义，并且逐步通过
引导来转化为市民的自觉行为，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本报讯“记者同志你好，我
是幸福小区的居民，我们这边一
个超市里养狗，并且还是那种体
型较大的狗，狗盆子就放在超市
的冰箱旁边，看着有些恶心。”昨
日，市民王先生拨打本报报料热
线 86983119，称去超市买东西
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担心超
市里养狗影响到超市物品特别
是食品的卫生。

接到电话后，记者随即来到
了王先生所反映的超市，在超市
门口，记者便见到了一条大黄
狗，并且没有拴绳子。记者询问
超市养狗是否会影响到卫生，而
店主却无心和记者聊此事。“超
市里养狗很久了，我去年就见到
了，当时提了建议，但是很明显
没有作用。”王先生说，这家超市
方便了小区居民，买些日常生活
用品不需要跑到较远的大超市
去，但是超市里养狗，他觉得极
为不妥。于是王先生现在只要
不是万不得已，都不在这家超市
买东西。

一些市民认为，店主是希望
用狗来解决店面晚上的安全问
题，但是白天做生意的时候最好
把狗领开，因为大狗很可能会不
小心伤到客户，即使狗不会咬
人，但是大多数人看到狗时都是
有戒备心，特别是女性，本身胆
子就比较小。“就这样散养在超
市里，万一哪天被这狗咬了怎么
办？再说，谁能保证狗不去触碰
超市里的东西？碰了用的东西
还好，万一碰的是吃的喝的，顾
客买过来吃着不恶心吗？”王先
生说，再加上如果主人不经常给
它洗澡，狗身上会有异味或会有
寄生虫，超市是服务小区居民
的，他希望不要因为一些细节做
不好而影响居民们的信任。

无独有偶，记者此前也接到
了商业街一位居民朱女士的报
料。她告诉记者，商业街一个饭
店也养了一只金毛，虽然一般关
在笼子里，但是偶尔也会放出
来，并且晚上还会关在饭店里，
这也引起了一些顾客担心。“白
天还好，关在笼子里的，但是昨
天晚上我见到这只狗被关在饭
店里的，这样怎么能保证饭店的
卫生？”朱女士说，虽然她自己也
养狗，但是她的观点是，养狗不

能影响别人，开饭店、开超市的
更不能将狗放进经营场所，这是
对顾客最基本的尊重。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除
导盲犬和一些工作犬外，其他犬
类一般不允许进入公共场所。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的大超
市及大商场的入口处，大都设有

“禁止宠物入内”的提示牌。“我
们这种商场是禁止狗进入的，不
管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一律不
准进入，这是对所有顾客负责。”
开发区某大型商场的保安告诉
记者，如果商家允许宠物狗进入
而发生了宠物伤人事件，说明商
家没有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应
该承担责任。他介绍，狗进超市
有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卫
生，还有可能威胁顾客的安全，
所以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一经发
现就会上前劝导，绝大多数市民
很理解。但因为没有相关的法
律法规，他们只能以劝导为主，
有时也会遇到不听劝阻的市民。

记者曾就上文中的问题咨

询了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在超市、商场内

部遛狗或者养狗这一方面目前

还没有执法、处罚的依据。也就

是说，这种很多市民眼中的“不

文明”现象，暂时只能靠道德来

约束。

当然，这种社会现象的凸

显，确实反映出了一种社会问

题，但是我们不能一味指责这种

现象背后的人。社会现象的出

现不可阻挡，我们要做的便是约

束这种“不文明”现象。而能缓

和或者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

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与此同

时，这一现象背后的人群也应有

所反思。超市和饭店，同为服务

行业，记者认为，“以人为本”当

是服务业的核心理念，在提供服

务赚取利益的同时，考虑顾客的

感受和担忧，消除他们的疑虑，

这些本都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人

员该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是钻

空子，见缝插针，游走在道德的

边缘。 （李潇）

市民“随便扔”环卫“一锅烩”

垃圾分类“有名无实”？
如今，我市街道都安装

了垃圾箱，一个垃圾箱由两
个垃圾桶组成，上面清楚地
标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的字样。然而记者采访发
现，大多数的市民分不清垃
圾的类别，分类意识淡薄。
不少环卫工人在收垃圾时也
往往将所有垃圾一股脑儿全
装在一辆车上。一些养成分
类放置垃圾习惯的市民纷纷
吐槽：如此做法，垃圾分类还
有什么意义？

※ 文/摄 马骏

店内养狗，卫生如何保证？

记者感言
开门迎客还需“以人为本”

广大妇女的乳腺健康保姆
二院乳腺病诊治中心 市第二人民

医院与上海国际妇幼保健院联合打造的
乳腺病诊治中心，由上海资深乳腺专家
定期来院开展门诊和各类手术。该中心
治疗各类乳腺疾病不仅有着丰富的临床
经验，同时技术力量雄厚。拥有红外线
乳腺诊断仪、乳腺彩色B超、巴特空心针
穿刺活检等一系列先进的诊疗设备，并
在丹阳地区首家引进了乳腺 X 线钼靶
机。这些设备的引进为乳腺疾病的检查
和治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乳腺科开
展了乳腺光子治疗等新技术，其《血脂与
乳腺癌的相关性探索》等项目还申报了
江苏省妇幼保健新技术引进奖。

开展的手术：乳腺良性肿瘤切除术、
乳腺恶性肿瘤根治术、乳腺肉瘤、乳腺癌
保乳手术、乳癌术后化疗、新辅助化疗
等。

专家点评：乳腺穿刺活检术（巴特空
心针）确定病灶更方便 二院乳腺科主任
陈小燕：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常见恶性肿
瘤之一，40岁以上妇女及高危人群的乳
腺钼靶 X 线普查有助于发现早期乳腺
癌，对于乳腺可疑恶性病变的定性诊断，
在巴特空心针穿刺活检术以前多采用直
接手术活检来确定病灶性质，对于乳腺
肿块或病灶常需要明确其性质的良恶
性。 热线：86982620

耳鼻喉科
拥有现代化一体的专科诊疗工作台、内窥

镜系统、微波治疗仪等先进设备，对各型咽痛、
鼻病治疗有独特疗效，并与镇江江滨医院建立
协作关系，常年专家门诊。

咨询热线：86982623

眼科
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开展国际先进

的超声乳化术，专业治疗白内障、近视、斜视、弱
视矫治。专科拥有先进的全自动电脑验光仪，
结合检影验光，准确性更高，并有省内专家常年
坐诊，规范开展青少年、儿童近视、斜视、弱视的
诊治。咨询热线：86982623

我国父母与孩子同床睡的现象较
多。哺乳期，母亲为方便喂奶，每天与婴
儿同睡；孩子大些，为了避免尿床，父母
会定时“把尿”……不过，如果父母一直
陪伴孩子，不分床睡，究竟利大还是弊
大？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主
任医师李竹芳分析说，从孩子角度来看
有害：一是婴幼儿所需的睡眠空间和温

度与成年人不同，有些家长怕孩子着凉，
睡觉时盖很厚的被子，但婴幼儿的最佳
睡眠温度低于成年人，同床睡不利于其
身体健康。二是成年人生活环境复杂，
身上难免携带细菌，孩子抵抗力弱，当睡
觉距离过近时，家长身上的细菌可能传
染给孩子。三是内心的独立需要从幼儿
期培养，从小就与父母同床睡的孩子依
赖心理强，长大后独立性差。

对家长来说，与孩子同床睡会干扰
自身的睡眠规律，很可能导致失眠。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刘艳云认
为，孩子断奶后，父母就应与孩子分床
睡。如果刚开始不适应，可把小床紧挨
在父母床边，随着孩子长大再逐渐拉宽
距离，锻炼其独自睡觉的能力，直至分
屋。孩子在一个人入睡的过程中会发
现，黑暗其实并不可怕，并能渐渐学会管
理自己的情绪。

看来，与孩子同床睡“百害而无一
利”。（妇幼）

时间

周四

周五

周日

专科

儿科

骨科（上午）

耳鼻喉科
（上午）

眼科（上午）

风湿科

医院、专家、职称

南京儿童医院专家主任

解放军359医院专家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 郭小平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 肖寿华

上海长海医院赵东宝

与父母同床睡 孩子独立性差

专家门诊特色一 对残冠残根的保留；
特色二 口腔活动修复；
特色三 烤瓷固定修复；
特色四 超声波洁牙；
特色五 窝沟封闭。

医技精湛富有特色

热线电话:86982621

二院口腔科

生产·销售·售后
业务详询

17712826666
地址：丹阳农商批发大市场A区5栋
400-1616-114(生产/售后）400-0511-758（销售）

三倍智能厨房设备
您身边的专业商用厨房设备供应商

因管道碰接，7月 13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新港路（北
二环以北）两侧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敬请谅解！

停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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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指南2017

今日上映9部影片：彭于晏、倪妮主演动作/爱情/奇幻《悟
空传》；喜剧/动画/奇幻《大护法》；喜剧/动画《神偷奶爸3》；
3D悬疑/惊悚《京城81号2》；喜剧/动作《青禾男高》；喜剧/动作

《绝世高手2017》；爱情片《与君相恋100次》；科幻动作片《变形
金刚5》；纪录片《冈仁波齐》。

具体场次及时间：1.可拨打热线咨询：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dyzhongying。

中影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汤利平

天华名扬国际影城
今天上映10部影片：喜剧/动画《神偷奶爸3》；3D悬疑/惊

悚《京城81号2》；喜剧/动作《绝世高手2017》；爱情、2D/中国
巨幕《秘果》；喜剧/动作《青禾男高》；喜剧/爱情片《青春逗》；
喜剧/奇幻《反转人生》；爱情片《与君相恋100次》；动作/冒险/
科幻《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科幻动作电影《逆时营救》。

具体场次及时间：1.可拨打热线咨询：0511-86820000；
2.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天华国际影城”，每日影讯及时更新。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天上映9部影片：彭于晏、倪妮主演动作/爱情/奇幻《悟

空传》；喜剧/动作《青禾男高》；喜剧/动画《神偷奶爸3》；喜剧/
动作《绝世高手 2017》；3D 悬疑/惊悚《京城 81 号 2》；爱情、
2D/中国巨幕《秘果》；动作/冒险/科幻《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
士》；爱情片《与君相恋100次》；纪录片《冈仁波齐》。

全球最先进的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埃影城免费
提供3D框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讯活动可
关注微信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明日停电
7 月 13 日 10kV 滨 江

21711开关以下（21711开关以
下：飞达福邸、银匠、我起庄、万
达五金工具厂、靳家埭南、康家、
童永加工厂、后巷镇工具包装
厂、蒋家、精工工具有限公司一
带）05:00-14:00；

10KV草港22801开关以下
（22801开关以下：五房庄村、小
张家村、何家埭村、薛家村、何家
谷村东）05:00-14:00；

10kV吕镇178线（全线：于
田里、水厂、新大桥北、吕城站、
同乐实业公司一带）06:00-17:
00；

10KV吕东172线（全线：劳
动桥、吕中、东村、四街、河北站
一带）06:00-17:00。

体彩七位数
第17106期：0 6 9 5 0 3 8

体彩大乐透
第17079期：01 17 19 32 33 +02 11

体彩排列3
第17185期：3 7 0

福彩双色球
第17080期：1 12 16 20 22 24 +8

福彩15选5
第１7185期：4 6 7 10 13

福彩3D
第１7185期：2 2 8

备忘录
今日迈入三伏天

我市开启晴热模式
本报讯 今天开始，一年中

最热的时节拉开了序幕，丹阳正
式进入了三伏天，气温也慢慢向
高温线靠拢了。从气象部门发
布的预报来看，未来三天，丹阳
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周末的最
高气温也不遑多让，提醒大家注
意防暑降温。

其实，昨天的天气已经为今
天的入伏埋下了伏笔。昨天一
早，阳光就唤醒了丹阳，白天几
乎是艳阳高照，最高气温也“噌
噌噌”往上爬，也算是应景了，毕
竟今天咱们就入伏了。

三伏天呢，往往出现在小暑
和处暑之中，是一年中气温最高

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所谓的
“伏天儿”，就是指农历“三伏
天”，即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
间。可以这样理解：“伏”就是天
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今年的
初伏在 7月 12日至 7月 21日，有
10天；中伏从 7月 22日开始，一
直到 8月 10日，有 20天；末伏从
8月 11日一直到 8月 20日，有 10
天。这么一算，今年的三伏天又
是40天的加长版。

入伏之后，不仅气候炎热，
昼夜温差也小，容易休息不好，
大家的活动量不要太大，饮食方
面以清淡为佳，以免增加肠胃工
作量。但是也不要过于清淡，因

为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
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
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
满足人体代谢需要。夏天的时
令蔬菜，如生菜、黄瓜、西红柿等
的含水量较高；新鲜水果，如桃
子、杏、西瓜、甜瓜等水分含量为
80%至 90%，都可以用来补充水
分。

此外，夏天流汗会引起盐分
流失，使血液中形成胃酸所必需
的氯离子储备量减少，从而影响
胃液中盐酸的生成，不利于铁和
钙的吸收，所以要及时补充水分
和盐。不过果汁、汽水等饮料还
是要少喝，其中含有较多的糖精

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
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25℃到26℃，白天最高气温：
33℃到34℃。

13 日全市多云最低气温：
26℃到 27℃，白天最高气温：
33℃到34℃。

14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26℃到27℃，白天最高气温：
33℃到34℃。

（丹气 蒋玉）

高考招生：三种途径辨别录取通知书真伪

近年来，在高考招生录取
中，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成为不
法分子惯用的主要诈骗伎俩之
一。有关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
家长，可以通过查高校真假、查
录取结果真假、登录报考学校的

官方网站查询新生录取名单等
三种途径核实高考录取通知书
的真伪。

据悉，在每批次录取结束后
1周左右，高校寄发通知书，具体
邮寄时间视两地距离而定，一般

寄出后10天内可到。
四川省高考录取场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每个被录取考生
只会收到 1份正式录取通知书，
四川考生可凭通知书EMS单号
通过 EMS 微信公众号、EMS 手
机客户端、11183电话客服、EMS
官方网站等途径查询自己的录
取通知书投递状态。若考生半
个月后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
联系高校招办。

当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
如何辨别真伪呢？首先，录取通
知书上的学校，必须是教育部公
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
育资格，并且当年在本省招生的
学校。这些高校名单，可在教育
部网站、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本省招生考试院网站或本省招
办发放的招生资料上查到。

其次，考生可以通过本省考

试院（招生办）公布的正规渠道
查询录取信息。如果查询到的
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
取学校名称、专业和层次），就是
经该省考试院办理了正式录取
手续；否则，就不是普通高校正
式录取的通知书。

最后，家长和考生还可以登
录报考学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
生录取名单，核实通知书的真
假。

四川省高考录取场还特别
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招生录取
工作有严格的组织、流程，不可
能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中间
人。对于招生中介机构或中间
人的谎言，考生和家长要有“分
数够了，谁也不用找；分数不够，
找谁都没用”的基本认识，谨防
上当受骗。

（吴晓颖）

食药监总局通告10批次防晒类化妆品不合格
多款产品涉嫌假冒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日前发布通告称，标示为北京
科力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生产（代理）的 10批次防
晒类化妆品不合格，其中多款产
品涉嫌假冒。

根据通告，涉及的标示生产
（代理）企业、不合格产品为：北
京科力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海特韩妆清润隔离防护乳；
卢亚化妆品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代理的彼得罗夫轻盈防晒乳
液（进口国美国）；广东瑞虎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委托方：广州市
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军医生瑞虎防晒露；广州市卡妮
尔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好易
白卡妮尔防晒霜；汕头市绮嘉化

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酷爽水润
隔离防晒乳；广州市彩琳日用化
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嘉绿仙美白
隔离防晒霜；广东施露兰化妆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调皮宝防晒柔
嫩润肤露；广州雅诗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委托方：广州韩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蓝秀防晒
乳；广州市胜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名蔻牌水漾不怕晒防晒
乳；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委托方：沈阳智宝化妆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伊斯伯雅精
纯雪颜防晒乳。

其中，经相关省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标示生产（代理）
企业的现场核查，标示为北京科
力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海特韩妆清润隔离防护乳、广东
瑞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
军医生瑞虎防晒露、广州市卡妮
尔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好易
白卡妮尔防晒霜、汕头市绮嘉化
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酷爽水润
隔离防晒乳为涉嫌假冒产品。
对涉嫌假冒的产品，食药监总局
要求深查深究相关经营企业的
进货渠道，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化妆品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交公安机关。

食药监总局指出，上述产品
的生产（代理）企业违反了《化妆
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标识
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相关省
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对
相关企业进行核查。 （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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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雅尔美口腔

地址：新市口锦豪大酒店西侧雅尔美齿科 健康咨询：86568181

● 雅尔美齿科首家具备活动翼舌侧隐形

矫正技术，该技术是国际上近年来兴起的正畸

技术，稳定、持久，复诊一至三个月只需一次。

● 雅尔美齿科首家成功开展All-on-four

半口/全口即刻种植修复技术，无需漫长等待，

避免了两次切开牙龈，大大缩短等待时间，大

幅提高了精确性和成功率。

雅尔美齿科拥有镇江地区首家引进的德国

高科技齿科CT，能确保种植牙、牙齿矫正、美

容冠、美白贴面等多项诊疗科目的精准定位

和精确治疗，水平大大优于传统方法，避免因

诊断不精确导致治疗不成功引发的后遗症，

更长年由省口腔医学会委员钟飞主任等领衔

的诊疗团队亲临主诊，让您的口腔健康更有

保障，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上海、南京同等诊疗
技术。

医保定点单位·在省内两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