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忘录

8 月 25 日 10kV 胜 利
12101 开关以下（12101 开关以
下：前艾毛郭村、胜利大队后、胡
相北、胜利胡相里、王家综合变、
胜利薛桥村、杨家西单、胜利杨
家、胜利戎家、胜利蒋家、后施、
胜利胜利村、胜利古塘坝)05:
00-14:00；

10kV 导农 14714 开关以下
（14714 开关以下：导墅老街、东
河南、金溪桥、项家村、金溪路、
后庄村一带）05:00-12:00。

明日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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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12部影片：动作、冒险、科幻电影《星际特工：千星

之城》；爱情、动作、犯罪电影《极盗车神》；古天乐、吴樾主演动
作/犯罪电影《杀破狼·贪狼》；郭富城、王千源主演动作、犯罪电
影《破局》；喜剧、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2》；喜剧、动画、冒险
电影《赛尔号大电影6：圣者无敌》；动作、悬疑、犯罪电影《心理
罪》；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剧情、历史电影《建军大业》；纪
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战争、军事类型电影《战狼2》；纪录片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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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国际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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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城》；古天乐、吴樾主演动作/犯罪电影《杀破狼·贪狼》；郭富
城、王千源主演动作、犯罪电影《破局》；喜剧、动画电影《十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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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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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新华社天津8月23日电 天
文专家介绍，25日晚，太阳系
的“大个子”木星将与“月姑
娘”上演浪漫的“星月童话”。
感兴趣的公众可欣赏到两者在
夜空相依相伴、共舞苍穹的美
景。

行星合月时，月亮和行星
在视觉上很靠近，无论对于观
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

象。一年中行星合月的现象会
发生几十次，其中，“金星合
月”和“木星合月”是观赏效
果最好的，备受追星族的喜爱。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整
个 8 月，木星都在室女座顺
行，日落时位于西南方天空，
下落时间提前至 21 时 32 分左
右，可观测时间有所减少。“25

日日落之后，一弯娥眉月出现
在西南方低空，形似一叶扁舟
漂荡在初秋的晚霞之中。此
时，明亮的木星也已升起，似
乎在等待着‘月姑娘’的召
唤。21 时，‘木星合月’正式
上演。木星与弯月相依相伴，
似恋人深情对望，又如情人相
偎低语，煞是好看。”赵之珩提
示说，“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不仅是肉眼观测的好时机，
也是进行摄影的好机会，喜欢
天体摄影的朋友，可以拍摄一
些带有地景和人物的创意天文
摄影照片。”

天文资料显示，木星是太
阳系行星中当之无愧的“王
者”，它有着最大的体积，还拥
有最多的卫星，素有“巨人行
星”之称。

国内网络诈骗举报平台
——猎网平台 23 日发布预警
称：突然接到知名网购平台电
话，工作人员声称误把你列为
代理，要扣代理费，想取消还
得提供银行卡号，这很有可能
是骗子冒充客服在诈骗。

8 月 12 日，吴先生接到一
个陌生电话，对方称是苏宁的
工作人员，说因为操作失误把
吴先生列为代理商，每个月要
扣 1000元代理费。骗子让吴先

生提供一张银行卡，说该银行
会给吴先生一个取消代理回执
单。当时没想太多，吴先生就
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一个交
行卡号。

电话挂断后，没多久就有
一个自称交行的客服人员说，
他是受苏宁工作人员委托对吴
先生的银行卡信息进行核实。
自称“交行客服”的骗子先是
让吴先生到最近任意的 ATM
机查询一下卡内余额，然后让

吴先生把卡内的钱全部取出来
避免自动扣款，接着说让吴先
生把卡暂时“冻结”。

吴先生对这些不太懂，于
是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对方
给吴先生提供了一个“附加
码”，吴先生输完之后，收到短
信提示钱已转到其他银行。这
时吴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针对冒充电商和银行客服
实施的“连环”诈骗，猎网平

台建议，遇到自称某平台工作
人员的电话，要第一时间通过
官网客服电话联系客服进行确
认；针对陌生电话不要提供任
何有关自己的私人信息，同时
也不要听信对方提供的输入信
息；对于网银操作存在疑问或
自己不熟悉、没有见过的业
务，一定要拨打银行的官方客
服咨询；对自己银行账户设置
单日的最高转账限额，以免造
成更大的金钱损失。（周润健）

盛夏季节，防蚊液产品销量
上升。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 21
件宣称具有防蚊功效的产品开展
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产品没
有取得证明其驱蚊效果的文件或
进行明示，不少宣称“纯天然”的
产品被检测出微量驱蚊农药成
分，涉嫌虚假宣传。

消保委调查发现，21个品牌
中仅 7 个有农药登记证号、生产
标准文件号等并进行明示，其他
三分之二产品没有取得相关资质
或进行明示。

一些产品宣称的功效夸张，
却没有相应证明。一号店自营的

“啾啾”香氛喷雾宣称可以防蚊，
婴儿也适用，但在公开调查会现
场，商家提供的证明报告却是日
文版针对蝇类的报告。京东自营
的“金盾”婴宝防护护肤液在销售
页面上宣称“有效驱蚊 8 小时”，
但没有相关证明文件。京东方面
在公开调查会现场承认，企业是
按照化妆品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审
核的，而非驱蚊液。

还有一些产品宣称“零刺激”
“天然”，实际却含有驱蚊化学成
分，涉嫌虚假宣传。京东全球购
销售的“Aerogard澳乐家”天然无
刺激儿童驱蚊液、“VAPE”婴儿
驱蚊液，一号店销售的“喜朗”婴
儿防蚊液，天猫销售的“丽尚”驱
蚊喷雾，均主打“纯天然”“植物提
取”“零刺激”等概念，但检测发
现，上述产品含有派卡瑞丁、避蚊
胺、驱蚊酯等成分。

消保委进行的消费调查显
示，超过四成消费者首要关注防
蚊液产品效果，超过一半消费者
首要关注婴儿可以使用，仅有4%
消费者关心产品有农药许可证。

上海市轻化所化学检测室副
主任肖珍指出，根据相关规定，标
称有驱蚊、灭蚊效果的产品都必
须获得农药登记许可证并在包装
上标注。消费者对驱蚊酯、避蚊
胺等驱蚊农药成分不必“闻之色
变”，但如果企业或商家利用消费
者对“天然”盲目追捧的心理，将
添加了这些成分的成品包装成

“天然”，他们应补上“诚信课”。
（周蕊）

超六成防蚊液
未证明效果

宣 传
“纯天然”
的“丽尚”
驱蚊喷雾
却 并 非

“纯天然”

本报讯 昨日和前日，“秋
老虎”着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它
的威力。今天，“秋老虎”的余
威还持续，但是到了明天丹阳
的最高气温将明显下降，预计
会回落到30℃甚至以下。

每天早晨起床后，习惯看
天气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在
领教了处暑的炎热后，大家十
分期盼高温的退场。昨天，除
了依旧强烈的日照、炎热的气

温，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大风，
幸好，在一阵又一阵的大风下，
炎热感也祛除了不少。根据气
象部门统计，昨天全市有9个气
象监测站的最高气温再度超过
了 35℃，而丹北新桥站甚至达
到了36.4℃。

而今天，我们还要再忍受
一天的高温，预计白天最高气
温将达到 35℃高温线，同时局
部地区还有阵雨的可能。要告

诉大家的是，从明天开始，我市
就进入降温通道啦！届时最高
气温将下降到 30℃左右，大家
可以提前松口气了。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

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早晨最

低气温：27℃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35℃。

25日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中等，早晨最低气

温：26℃到 27℃，白天最高气

温：30℃到31℃。

26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26℃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29℃到30℃。

（丹气 蒋玉）

再热一天
明起进入降温通道

接到陌生电话千万不要提供任何有关自己的私人信息

当心不法分子冒充电商和银行客服实施“连环”诈骗

明日“大个子”木星将与“月姑娘”上演“星月童话”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 22 日发布通告指出，食
药监总局近期组织抽检蔬菜
制品、水果制品、粮食加工品、
肉制品、调味品、饮料6类食品
456批次样品，发现4批次样品
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已被责令
下架、召回，相关生产企业已被
要求整改。

不合格产品情况为：
1号店商城内发从食品专

营店在1号店（网站）商城销售
的标称丹东大同江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糖醋蒜米，苯甲酸及
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出值比
国家标准规定高出60％。

天猫思宏旗舰店在天猫
（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沧州思
宏枣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芝麻
枣，霉菌检出值比国家标准规
定高出5.2倍。

天猫憨豆熊旗舰店在天猫
（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安徽省
憨豆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生产
的圣女果，二氧化硫残留量检
出值比国家标准规定高出1.57
倍。

南宁市展福便利店销售的
标称广西贺州市芬芳果蔬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皇家梅，二氧
化硫残留量检出值比国家标准
规定高出1.29倍。

据了解，苯甲酸及其钠盐
是食品工业中常见的防腐保鲜
剂，对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好
的抑制作用。苯甲酸及其钠盐
的安全性较高，少量苯甲酸对
人体无毒害，可随尿液排出体
外，在人体内不会蓄积。但若
长期过量食入苯甲酸超标的食
品可能会对肝脏功能产生一定
影响。（陈聪）

4批次食品不合格
其中三批次来自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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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著

■ 安娜·昆德兰 著

在“不安”的皮鞭下

我的决定

55

■ 静子

这之后，婆婆绝不允许儿媳
弯腰给儿子拿鞋，她还逮着机会
就教育儿子不但要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晚上睡觉还要警觉一
点，多观察儿媳的身体状况，并
特别提醒道：“冬晨，你喜欢干净
没事，但每次洗完澡一定要保证

卫生间地砖是干爽的，这样才能
避免晓爱晚上起夜因迷糊而滑
倒。”

婆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杭
晓爱很感动，她常常与闺蜜分
享，闺蜜也都羡慕她找了个这样
讲道理有修养的婆婆。而韩冬

晨在母亲的教育下，也改掉了依
赖她伺候的习惯，遇到她弯腰系
鞋带之类的事，也会抢着替她
做，让她终于感受到了丈夫的细
心呵护，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
感受。

婆婆则每天变着花样给她
做好吃的，但有一次在她一口气
吃掉半只烤鸭时，却又批评起
来：“晓爱，虽然现在你要多吃，
但太多热量容易暴肥，若因为营
养过剩而导致婴儿过重，在生产
过程中会非常受罪。女人生育
前后容易抑郁，身体外形变化太
大容易自卑，太过肥胖也影响哺
乳，而哺乳期不能减肥，之后再
减就困难了。所以还是要管住
自己的嘴。”婆婆说得并不温柔，
但杭晓爱明白她的苦心。这也
使得她在怀孕期间身材没太走
样，让女同事羡慕不已。

婆婆做得最令杭晓爱感动
的事是，她常常让韩冬晨带她回
娘家转转，虽说两家离得并不
远，但作为女婿总不太愿意去丈
母家，怕被丈母娘数落，一般婆

婆也不大愿意儿媳常常回娘家，
怕亲家说闲话。但婆婆却说：

“要将心比心，都是当妈的，都是
十月怀胎把孩子养大，凭什么人
家女孩子嫁到你们家就被囚
禁？冬晨，你马上也是要当爸爸
的人了，更要体会你岳父岳母的
心情，他们是最伟大无私的，把
晓爱教育的这么好，你应该常去
看望他们，别让他们失落。而如
今晓爱怀孕了，孕妇更希望能与
亲生父母沟通，经常见到至亲心
情会更舒畅，更有安全感。”

10 个月后，杭晓爱生下儿
子浩浩，一家老少笑得合不拢
嘴。杭晓爱沉浸在温暖的家庭
氛围中，对外面的世界也不那么
感兴趣了，一下就像变了个人似
的，根本没有了文艺女青年的气
质，每天也不打扮自己，邋里邋
遢的。儿子满百天那天，她穿着
睡衣抱着儿子在客厅转悠，公公
和婆婆在看电视，韩冬晨接过孩
子让她陪母亲聊天。

看着丈夫抱着儿子的样子，
杭晓爱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

福的女人，那种天伦之乐让她脱
口而出：“妈，休完产假我干脆辞
职做全职妈妈，专心陪儿子成
长。”韩冬晨兴奋地说：“好啊，我
正想这个问题呢，家里也不缺你
这份收入。”

婆媳过招小贴士：
这样的儿媳才能讨婆婆喜

欢
2、聪明让步 让婆婆略占上

风
婆媳矛盾的焦点是什么？

很简单，一个女人占有另一个女
人的儿子。因此，作为儿媳，不
妨在其他方面给婆婆一些优越
感。老尚每每提起她家的厨房
军，就颇为自豪。一到节假日，
她家的所有成员都会参与进来，
为做出丰盛晚餐共同努力。其
实，老尚的儿媳小颖并不喜欢花
很多时间去做饭菜，但只要回到
婆婆家，她和老公总是尊重婆婆
的爱好，积极帮助婆婆准备晚
餐，只要他们回家，厨房里就充
满了欢声笑语。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有一种母爱，叫婆婆的爱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西
西弗斯的人，他为了跳出生命的
自然规律、逃脱死亡之灾，不惜
冒险对掌管冥界的死神哈迪斯
耍手段。为此，西西弗斯被罚将
一块必须用尽全力才能推动的
圆形巨石从山脚一路推至陡峭
的山顶。地狱灼热的烈焰在四

周熊熊燃烧，西西弗斯一有松
懈，巨石便一刻不停地滚回山
脚，一切必须从头再来。如此这
般，周而复始，永无止息。

这个神话故事，我看过不止
一次。每一次重读，我都会从中
或多或少读出一个“我”来。小
的时候我们争先恐后，通过激烈
的竞争，终于进入了重点小学。
好景不长，下一个更高的“山顶”
就在眼前——重点初中。从此
以后，“山顶”的海拔从未停止过
飞速地增高：我们要全力以赴考
进“重点高中”，然后竭尽所能考
取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之
后，紧跟着要找一份体面的好工
作，然后要专注于收入的提高、
职位的晋升，接着时候到了，该
寻一个好的对象，结婚生子了。

当这些事都得以尘埃落定，
看似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安然度
日了，可却眼睁睁看着又一个新
的“山顶”从地平线那端缓慢平
移而来，越来越近——我们的下
一代，他也必须要进入重点幼儿
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
学，找一份体面的好工作，寻一

个好的对象结婚，生一个优秀的
宝宝……我们始终在奋力地推
动着生活这块“巨石”，如同神话
中的西西弗斯一般，周而复始，
永无止息，不得安宁。

突然，对西方人葬礼中的那
句“安息”（rest in peace）颇有感
触。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注
定都有死亡。当时西西弗斯绞
尽脑汁企图挣脱死神的追捕，是
因为他求生惧死，和我们绝大多
数人一样。而冥王哈迪斯给他
的惩罚是无比残酷的，将他投入
了地狱。什么是地狱？根据故
事的描述，“生不得又死不成”即
是地狱。这是不是冥王对西西
弗斯以及与其相似的芸芸众生
的一个提醒：或许死亡本身包含
着这样一种自然所赋予的、不易
察觉的温柔美意——这块令你
耗尽一生而难以摆脱的“巨石”，
恐怕唯有死亡才能使你彻底放
下；这一条忧心忡忡的人生道
路，唯有走到尽头，你才有机会
无所顾忌、心安理得地沉入一个
永久的无梦之眠，享受完全的清
静。难怪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铭

只有简单的六个字：恕我不起来
了 ！（Pardon me for not get⁃
ting up.）这位对我而言闪闪发
光的文学家，用他最简洁的方式
说明了他对生的不耐和对死的
安然。

曾与一个朋友谈论起这个
西西弗斯般的生命状态。她说：

“除了谋生，我们还欲求更多，比
如财富、功名……这因人而异，
成为了每个人各自肩负的巨
石。归根到底，可能还是源于

‘安全感’的缺失吧。在我们大
多数人看来，‘名利’越多也就相
对越‘安全’。我们之所以疲于
奔波、追名逐利，或许不在于我
们的本性贪得无厌、不知足，或
许根本在于我们缺乏安全感，因
而心不安。”

是啊，安全感！或许它才是
那个我们于重负之下真正神往
的、人生的终极“顶峰”。

我们甘愿含辛茹苦、推动巨
石不断攀爬，征服迎面而来的一
个又一个山顶，或许只是因为，
每当我们承受着巨石的重负抵
达一个更高的山顶，我们会感觉

自己正在步步趋近内心至高处
的那个“安全感”。没有人希望
社会成为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
汰的“角斗场”，我们这些生活于
其中的角斗士，必须为了争夺一
个职位或者一点好处而相互厮
杀，但是我们没的选择，面前似
乎只有两条路：to win or to
die——要么赢，要么死。似乎

“赢”是通达安全感的唯一道路。
我们一切生活的重负似乎

都能在“不安”中寻到它的根。
确实，还有什么能比“不安”给人
造成更大的恐慌和压力？它无
孔不入，能使人“看到繁花似锦
背后的荒凉，瞬间光亮之后的永
恒黑暗”；它是如此专制，几乎能
攫取我们所有其他的感觉，让我
们的理性迷失，让我们的梦想沉
沦，让我们自愿臣服于奴役。正
是“不安”这位暴君，在我们的内
心举起了那条无形的精神皮鞭，
抽打着我们违心地挥泪血战、蹒
跚前行。

下期关注：每一个重负背
后都藏着一个恩赐

我这一生清楚地知道关于
我本人的一桩事情就是，我的人
生绝不是她的人生。我尽可能
快地搬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如今

我回到了原点。我这一生，父亲
几乎潜移默化却鲜少表扬地让
我相信，我有天赋，我很特别，别
人做不了的事情我毫不费力就
能做到。但我从没料到这也是
其中之一。

我整理好我这杂乱的一堆
东西，拿到屋内，空橘子汁杯在
最上头保持着平衡。可当我走
到门口时，玻璃杯滚到一边，掉
下去，摔得粉碎，碎片在阳光下
熠熠发光。

我猜我认识的人们会认为，
我回家照顾母亲是因为我爱
她。有时候，我也觉得虽然并未
觉察，可这就是我的内心。但真
相是，我是觉得我别无选择。我
觉得我得成为我父亲想要的样
子，我得证明，我不像庞德和菲
茨杰拉德，我有心。

我把东西拿回楼上的卧室
里。下楼的时候，父亲在休憩室
里打电话。我站在门口，等他打

完。而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
光线从窗户射进来，他的身体背
着光，轮廓黑暗。他的样子还像
我儿时一样高大，彼时的晚上，
我会望着他从我的床边一次又
一次起身，看到他那长着精心梳
理过的漆黑头发的脑袋挡住光
线，让屋里变成完全的夜晚，好
像他用手指按掉了月亮和太阳
的开关。

他总是能看透我；如果我有
好消息，只要他看见我的脸，我就
什么都瞒不住；如果是坏消息，我
还没说出口，他的脸就会垮成一
副期望落空的扑克脸。

“周二上午我就回来。”我说
道，他点了点头。

“住下来。”他以一个陈述句
说道。

“我还不确定。”我说，“有其他
选择啊。也许你可以休假啊。自
从你为写书休过一次之后，已经
四年没再休过了。”

他双唇紧闭，嘴角在两颊边
低垂。“在我看来，这儿需要的是
另外一个女人。”他说。我从没忘
记过他说这话的方式。我父亲的
语法常常与众不同，就好像精通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他将维多利
亚时期的风格全盘吸收，就像人
们吃牡蛎一般。不过，我觉得这
次他本可以说“我想”或者“我需
要”。他可以用需要或者必不可
少来恭维我一下。但是没有：“在
我看来，这儿需要的是另外一个
女人。”

我们注视着彼此，我觉得透
过他的眼睛、双肩，看到他内心获
得了某种放松。我知道他知道我
会按照他想的去做。“我们看看事
态发展吧。”我说。

“艾伦，”他说，“这件事不能慢
慢决定。我们得把这段时间的安
排定下来，这很重要。你母亲将
需要人带她去医院做化疗。我完
全不知道她会变得多虚弱，她将

有多少事情不能亲力亲为。医生
说，她白天也会需要有人照顾。
眼下，休假对我来说不现实。”

“眼下，休假对我来说也不现
实。”

“艾伦，你干还是不干？”
“我不知道，”我说，“我周二会

回来。”说完，我转身离开。
“艾伦，”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听到他叫我。我看见他手搭在下
巴上。“这是困难时期。”父亲说，
说这句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其
中隐含的道歉之意，似乎让他震
惊。我的家人都不习惯道歉。也
从没有这种必要；我们谁也没有
失望过。他在椅子上坐下，任头
往后仰，两手倦怠地放在软扶手
上。他的样子都苍老了。

“我得找个扫把，”我说，“我打
碎了东西。”我去了厨房，站了一
会儿，头抵在杂物间门上，手拿簸
箕，然后便走出去，打扫干净。

下期关注：卢尔斯的劝告

体彩七位数
第17130期：9 0 3 1 9 9 9

体彩大乐透
第17098期：06 09 17 30 35 +10 11

体彩排列3
第17228期：3 8 9

福彩双色球
第17098期：4 19 22 27 30 33+1

福彩15选5
第１7228期：3 6 8 9 12

福彩3D
第１7228期：5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