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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递物品开箱验视、X光机安检、实名制均要达到100%

我市警方严管快递行业加上“安全锁”

本报讯 小快递，大民
生。如今，物流业的发展速度
和水平，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快递行业安全
管理问题不容忽视。为全力做
好十九大安保工作，维护公共
安全和社会稳定，连日来，我
市警方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快递业安全集中检查活动。

近日，记者跟随民警来到
位于荆林集镇上的德邦快递公
司进行安检。在检查中，民警
对网点是否落实寄递业实名登
记、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完备、
是否存在寄递易燃易爆等危险
物品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内
部是否存在程序不规范、制度
落实不到位、管理存在漏洞等
情况。警方表示，此举旨在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寄递业治安管
理，预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

采访中，民警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积极
适应寄递行业治安管理的新特
点、新要求，通过对全市快递
行业的地毯式排查管控，对无
证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和未
经许可、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网

点，坚决依法查处；对安全管
理措施不落实的企业，坚决停
业整顿；对因上述原因造成严
重后果的企业和个人，坚决依
法追究责任。特别是加快推行
寄递物品 100%先验视、后封
箱，100%实名制，100%通过X
光机安检制度，对邮件、快件
暂时达不到100%通过X光机安
检的寄递企业，将限期整改。

可以说，警方的严格检
查，为我市的快递行业加了一
把“安全锁”。某快递公司负责
人也坦言，上级管理部门定期
对快递企业进行检查，这对快
递行业而言肯定是好事，同
时，有了警方的严格督促，快
递企业也会更加重视，目前他
们公司已根据要求，对不足的
地方进行了改进，坚决做到百
分百开箱验视、百分百安检、
百分百实名收寄。

记者采访了解到，截至目
前，在寄递行业安全监管集中
攻坚中，我市警方累计排摸寄
递行业 26家、分支机构 31个、
分拨中心7个、网点135个、从
业人员 1009 名、安保人员 48
名、视频监控 287 个、X 光安
检机 7个；实地检查 118家次、
整改安全隐患 19处、签订责任
书 86个。此外，警方还累计处
罚寄递企业网点 55家，并会同
交运、邮政等部门，围绕寄递
行业作业相关法律、法规和安
全知识、技能，对寄递行业从
业人员开展行业安全教育培
训，确保从业人员能够熟悉辨
认各类禁寄物品、违禁物品、
危险物品，将检查、甄别工作
落到实处，切实做到“发现得
了，控制得住”。

（王国禹 张斌 文/摄）

点外卖送的“杂牌”饮料，
你敢喝吗？

本报讯 国庆长假后，随着
气温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上班
族开始选择在午餐的时候点外
卖。近日，市民刘杰向记者反
映，称自己最近经常在外卖平台
上点餐，为了省钱，他会选择一
些包含了饮料在内的套餐，但每
次送来的饮料都是他从未听说
过的牌子，这让他有些困扰，不
知道这些饮料能不能喝。

刘杰告诉记者，在很多外卖
平台的店里，虽然各种各样的美
食有很多选择，但饮料的选择却
很少。不仅如此，价格也比普通
商店里贵了很多。“就拿罐装的
雪碧、可乐来说，超市里自然是
最便宜的，价格不超过 2 元，普
通商店里大多是 2.5 元，但在外
卖平台的店里，一罐可乐起码要
5元。”他表示，自己平时没有喝
白开水以及茶水的习惯，经常会
买饮料和奶茶喝，所以中午吃饭
的时候也会买，不过在外卖平台
上点喝的总感觉有点亏。“普通
的饮料就贵了不少，奶茶什么的
只能单独点，算上配送费，比自
己在外面奶茶店买要贵 4、5 元
钱，太不划算了。”小刘说，午餐
他经常点一些盖浇饭、炒饭之类
的，而商家推出的一些“套餐”就
比较合他的心意。“那些套餐会
加一些点心和饮料，价格比单独
买也优惠不少，所以经常会点。”
但是，让小刘郁闷的是，每次这
些套餐送到手上，打开包装袋一
看，里面的饮料总是一些“杂牌”

的，甚至是“山寨”的，这让他很
犹豫，不知道这些饮料能不能
喝。

昨天，记者午餐时间在开发
区某好评率排名靠前的一家便
当店点了外卖，和小刘一样，记
者也点了“套餐”。记者注意到，
在菜单上，这一热销的“套餐”正
在打折，原价25.8元的“套餐”现
在只需 14.19 元，由一份拌饭和
一瓶饮料组成。但在图片中，记
者只能看到拌饭的图片，并没有
饮料的图片，而在菜单中也只是
写着“饮料”两个字，至于是什么
饮料，在点餐过程中无从得知。
外卖送到后，记者打开包装袋看
到了一瓶“盼盼”牌的蜜桃味果
汁，这让记者有些郁闷，毕竟从
来没有在任何商店超市见过该
牌子的饮料。记者随后拿出手
机，用“我查查”软件扫描该饮
料侧面的二维码查询价格。然
而，扫描之后，手机界面只显示
了该饮料的公司名称，并没有

任何商品出现。记者喝了几口
后发现该饮料味道偏甜，与市场
上口味相同的其他品牌饮料有
一些区别。

在采访中，一些点过外卖的
市民表示：“有时候是怕麻烦，所
以选个含饮料的套餐，有时候是
商家搞活动，直接赠送的，但看
到牌子就不敢喝了。”其中一位
市民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买东西
都比较看重品牌，所以对于外卖
上这些“杂牌”饮料，自己从来都
不喝，也不建议身边的人喝。但
也有一些市民表示，这些饮料有
二维码和明确的生产日期，只不
过牌子不响而已，应该没什么问
题。（马骏 文/摄）

图为民警在对快递企业进
行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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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7119期开奖，中奖号码红色
球为09，16，21，25，26，31，蓝球
为14。

当期全国开出11注一等奖，
单注奖额为667万多元。这11注
一等奖分别被江苏、重庆、浙江、
安徽、河南等多个省份彩民中
得。我省本期喜中2注一等奖，被
南京的一位彩民朋友幸运中得，
中奖彩票售出于南京
市雨花台区西善花苑
38号编号为32011080

的福彩投注站，出票时间为10月
10日17点19分，中奖彩票是一张
自选5注单式票，进行了2倍倍
投，花费了20元，其中的第三注
号码与当期的中奖号码完全一
致，获得奖金1334万余元。时隔8
期，南京彩民再次收获双色球一
等奖，这也是南京市双色球今年
中出的最高奖额。

当晚全国除开出11注一等
奖外，还开出 127 注
二等奖，单注奖金为
18.1万多元。

南京 揽一等奖2注，奖金1334万元

近日，无锡市福彩中心兑奖
处来了两位彩民，他们双双中
奖，结伴而至，在兑奖处相谈甚
欢。据了解，彩民周先生和沈先
生是合作中得3D大奖的，分别
中得奖金9.36万和5.2万。

周先生说，自己是3D玩法
的忠实彩友，这一期投注前，周
先生研究和值走势时发现自
2017271期 3D和值在15点处徘
徊。周先生根据多年购彩经验，
认为在未来 3D 很
可能开出和值 17
点，但迟迟拿不定

具体号码。早晨，他把自己的想
法发在彩票合买群里，希望有彩
友一起分析这期3D开奖号码。

彩民沈先生称呼周先生为
“周老哥”，当天在群里看到周先
生分享自己研究的和值后，直接
联系了周先生。沈先生给出的建
议号码为“934”，综合周先生和
值17点的建议，两人最终达成
一致，投注号码“944”。在广瑞
路491号32020150福彩投注站，

周先生投注单选90倍，
沈先生投注25倍，两人
幸运摘得大奖。

无锡 两彩民精诚合作，揽奖金14.56万

金秋九月，是收获的季节，无
锡的彩民也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获
得大丰收。无锡中福在线9月爆
机21次，其中 18个为25万全国
累积奖，中奖总额高达497万元，
创下单月爆机中奖纪录。

县前西街6连爆缔造传奇
9月份最令人称奇的就是县

前西街厅的6次爆机。自从9月3
日首次爆机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分别于9月6日、9日、10日、16日
和21日接连爆机，并且都是25万
最高累积奖。县前西街这家老厅
爆机频率之高、力度之猛，也使县
前西街厅一时间成为传奇之地，
吸引了众多新老彩民前往体验。

“一个月爆2次都很少见，这里一
下子砰砰砰连爆6个，玩这么多
年从没见过，简直不按套路出牌
啊！”常在该厅投注的老彩民蔡先
生惊奇地说道。

“铁树开花”、28颗宝石、首
关爆机，神奇频现

这个月，无锡中福在线给我
们带来了很多惊喜，8个多月未
爆机的南禅寺销售厅在9月13日

“铁树开花”，第二关20颗祖母绿
给20分 5条线投注的一位老彩
民送去了25万元大奖。

9月3日，县前西街厅一彩民
在第三关拍出了足足28颗红宝
石，宝石数量创下记录。

最“神奇”的当属第一关爆
机。玩过中福在线的彩民都知道，
爆机一般在第三关，很少会在第
二关，第一关爆机可谓多年未见。
但这几乎不可能的事却在9月6
日的县前西街厅发生了。老彩民
张先生开机不到三分钟，在第一
关拍中16颗白玉宝石，斩获25万
累积奖，打破了“首关不爆机”的
传言，被彩民们津津乐道。

大奖遍地开花，13家销售厅
均有斩获

虽说县前西街厅中了6次大
奖，但中福在线并不是“专宠”县
前西街厅的，而是“雨露均沾”。9
月份，无锡13家销售厅喜获爆机
大奖。除县前西街厅的6个之外，
市区广益路厅、旺庄路厅、南禅寺
厅、湖滨街厅各 1 个，惠山万达
厅、锡沪路厅各2个，宜兴荆邑路
厅1个、龙池路厅2个，江阴国际
大酒店厅、天庆路厅、青果路厅、
西横街厅各1个。

无锡 9月爆机21次，累计发奖金497万张家港
幸运彩民力擒13.8万

10月 10日，张家港快3中奖
彩民在站点销售员的陪同下来
到福彩中心兑取13.8万元奖金。

中奖时间是 10 月 9 日晚上
9：50左右。中奖彩民从70多期
开始购买快3，研究了当天的开
奖号码走势以及陆续开出的几
期号码后，先后投注了两组二同
号、两组三同号，均未中奖。在站
点销售员的建议下，他将投注号
码改为“3、3、3”、“4、4、4”，在倒
数第二期的时候投注了 500 注

“4、4、4”豹子号，收获意外惊喜。
中奖彩票共有五张，每张100注，
其中一张中奖票已在站点兑奖。
目前，快3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
动仍在进行中，按照活动规则，
三同号单选中奖后每注加奖36
元，中奖奖金由原来的每注240
元提高到每注276元，所以，该中
奖彩民共中得奖金1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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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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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指南2017

今日上映8部影片：
马丽、艾伦、沈腾主演喜

剧电影《羞羞的铁拳》；犯罪、

剧情电影《天才枪手》；乔杉、

娜扎主演喜剧电影《缝纫机

乐队》；动作电影《英伦对

决》；动作电影《追龙》；王丽

坤、高以翔主演的爱情喜剧

电影《情遇曼哈顿》；惊悚、恐

怖电影《怨灵2》；十九大献礼

影片《十八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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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9部影片：
喜剧电影《缝纫机乐

队》；科幻片《回到火星》；历

史电影《建军大业》；爱情喜

剧片《情遇曼哈顿》；茱蒂蒙·

琼查容苏因、查侬·散顶腾古

等主演剧情电影《天才枪

手》；恐怖电影《怨灵2》；动作

电影《英伦对决》；马丽、艾

伦、沈腾主演喜剧电影《羞羞

的铁拳》；动作电影《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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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正是吃大闸
蟹的最好时节。母蟹丰硕，
公蟹可期。在传统上讲，“蟹
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吃
大闸蟹要配上金丹阳黄酒，
这其中自有道理，蟹性寒，金
丹阳黄酒暖，可以中和，同时
黄酒可以去腥解腻。

金丹阳黄酒的最佳绝配
当属大闸蟹，即古人所说的

“持螯下酒”。大闸蟹味美，
但性寒不能多吃。而黄酒性
温，温寒相抵无疾患之虞，又
因黄酒最能去除腥味，食之
更觉香美。

营养专家也表示，金丹
阳黄酒中丰富的氨基酸和酯
类物质有特殊作用，其中的
酒精可以除腥，甜味儿可以
增鲜。故而螃蟹的鲜腥与金
丹阳黄酒的甜香乃是绝配。
由此可见，金丹阳黄酒可称
为佐蟹极品。从健康的角度
来说，螃蟹是大寒食物，胃肠
虚寒的人吃螃蟹之后常会腹
痛腹泻。如果配上活血祛寒
的金丹阳黄酒，则可以减轻
或消除吃螃蟹后的不适感
觉。（王志跃）

体彩七位数
第17161期：9 0 9 6 9 7 8

体彩大乐透
第17121期：1 6 12 26 31 +1 7

体彩排列3
第17282期：3 0 2

福彩双色球
第17121期：11 18 19 22 24 32 +7

福彩15选5
第１7282期：1 2 3 6 8

福彩3D
第１7282期：5 6 8

2017年世界标准日中国主
题活动 15 日在京举行，国家质
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
了425项国家标准，涉及智慧城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消费品升
级、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多
个方面。其中，《客车结构安全
要求》发布了国标，要求增加公
共汽车和长途客车的乘客门数
量。

今年 10 月 14 日是第 48 个
世界标准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信联盟（ITU）三大国际
标准组织共同将今年的世界标
准日主题确定为“标准让城市

更智慧”，中国的主题确定为
“标准化助力质量提升”。在 15
日发布的425项国家标准中，在
智慧城市发展方面，《智慧城市
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
系》系列标准，提出了智慧城市
评价的 9个一级指标和 38个二
级指标，让智慧城市的规划、设
计与评价有标可依。

在消费品提质升级方面，
《消费品召回生产者指南》是缺
陷消费品召回领域第一项基础
性国家标准，为生产者履行召
回义务、质量监督机构加强产
品后市场管理提供了技术支
撑。

新修订的《珠宝玉石名
称》、《珠宝玉石鉴定》两项国家
标准，统一了珠宝玉石品种的
命名，明确了百余种珠宝玉石
的鉴定特征和鉴定方法，让消
费者明白消费、放心消费。

针对电动平衡车安全性、可
靠性问题，《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
条件》和《电动平衡车安全要求及
测试方法》两项国标将为消费者
提供全面的安全保护。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国家
标准提高改进了客车的侧倾稳
定性、防火措施、出口数量等安
全要求，要求增加公共汽车和
长途客车的乘客门数量，其中

900mm×700mm 公共汽车车窗
应设置为推拉式或外推式应急
窗。

国家标准委表示，本批发
布的标准对于提升城市发展质
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生活
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将发挥
重要作用。（综合）

小贴士
以下两个网站可免费查询

新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

1.中国政府网（www.gov.
cn）

2. 国家标准委（www.sac.
gov.cn）

425项国家标准发布

百余种珠宝玉石有了鉴定方法

把酒持螯

黄酒与大闸蟹
完美邂逅

呼吸内科病人猛增

感冒后咳嗽猛吃药？要不得！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天气忽

冷忽热，导致呼吸内科病人猛增，
其中八成以上的病人是来看咳嗽
的。不少人一咳就是一两个月，
吃药打针也不好。

很多人做了各种检查，都没
能找到确切的病因，吃了不少药
效果也不理想，为此焦虑得不
行。其实，呼吸道受伤后很难恢
复，感冒后的恢复性咳嗽只需要
观察即可。据呼吸内科医生介
绍，有一种咳嗽就叫“感冒后咳
嗽”。病毒和细菌感染都会引起
呼吸道炎症，破坏气管黏膜，损伤
呼吸道内皮和神经末梢，受损的
气道黏膜、内皮在修复过程中，
末梢神经裸露在外，此时任何风
吹草动刺激到它，都会引起剧烈
咳嗽。对付这种咳嗽，医生也没
有很好的办法。用再多的消炎药
和抗生素也是做无用功，一定要
等到气道粘膜修复了，咳嗽才能
全好。恢复时间长短因人而异，
快的两三周，慢的两三个月的也
有。

感冒后咳嗽往往表现为刺
激性干咳。医生建议，多喝温开
水，用盐水漱漱口，都能帮助呼吸
道黏膜修复。打针吃药有时候是

“安慰剂”，变异性咳嗽吃抗生素

压根没用。
“乱用药、自行诊疗是导致

咳嗽迁延难愈、病情反复的重要
原因。”呼吸内科医生坦言，在久
咳不愈的病人中，感染导致的咳
嗽最多。对于病毒性感染，目前
没有特效药，打针、吃药很大程度
上就是个“安慰剂”。而支原体和
衣原体感染导致的咳嗽，本身病
程就长达1~2个月，吃别的抗生
素根本没用，只有阿奇霉素和罗
红霉素才见效。

医生们在门诊做用药调查
时发现，感冒咳嗽自行在家服用

“阿莫西林+止咳药”的人最多。
但是，年轻人主要是革兰氏阳性
菌感染，对付这类病菌，阿莫西林
效果不如青霉素;老人多是革兰

氏阴性菌感染，抗这类感染它又
不如三代头孢。“阿莫西林就是个

‘夹生药’，我们从来不会用它来
治疗呼吸道疾病。”有医生这样表
示。

而对于秋季真正的干燥咳
嗽，医生的建议是：该病症多因气
候干燥引起，单纯吃止咳化痰的
中成药只会使病情加重，导致疾
病短期内反复发作。因此，如果
口服中成药一周以上，病情仍没
有缓解者，可以考虑选择中医调
理。饮食上，注意多食用润肺食
物，少吃辛辣、油炸以及干燥的膨
化食物，可以吃些梨、百合、燕窝
等。此外，注意调节空气湿度，可
以在卧室内放一盆冷水，缓解燥
气。（综合）

停水通知：因管道碰接，10
月 18 日 21:00 至次日凌晨 6:00，
双庙工业园、温州商会楼、雷威公
司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
该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
谅解！

（上接10月10日三版）

丹阳
办公电话：86571641
投诉电话：86922800
www.dytou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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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皇帝：萧衍
七

萧宝卷得到萧衍起事的消
息后，任刘山阳为巴西郡太守，
配精兵三千，密令过荆州时，与
荆州行事萧颖胄一起，偷袭襄
阳。荆州的刺史，是当时年仅十
三岁的南康王萧宝融。听名字，
就知道是君主萧宝卷的兄弟。
不错，此人正是当今皇帝同父同
母的亲八弟。因为年少，州中政
事全凭行事萧颖胄做主。萧颖
胄也知时局动荡，主上昏庸。正
犹豫着是否和雍州一起举事，另
立天子萧宝融，好挟令诸侯，成
就一番霸业。

萧衍知道各方的算计后，派
参军、同时也是萧颖胄的好友王
天虎到荆州江陵，在州府广泛散
发书信。萧衍先让王天虎带两
封书信交给萧颖胄兄弟。两封
信上，只写这样几句：“天虎面转
具体情况。”问王天虎，具体是什
么情况？王天虎又支支吾吾，说
不出什么来。萧颖胄虽然纳闷，
却不允许别人随便议论。王天
虎原和萧颖胄交好，外人都认为
两人隐匿了什么。加上那段时

间，雍州荆州的驿站，递来送往
的书信不断，由此人人心生怀
疑。刘山阳听了众人的传言，更
加疑惑，认为萧颖胄有反心。

萧颖胄害怕朝廷怀疑，便杀
了王天虎，将他的人头送给刘山
阳。刘山阳拿到王天虎的人头，
疑虑稍释，带几十人开进荆州
城。不想，萧颖胄埋伏兵士，又斩
杀刘山阳，将他的人头送给萧衍。

八
永元三年（501 年）二月，南

康王萧宝融称相国，以萧颖胄为
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起兵
初期，萧衍反对冒进，坚持步步
为营，逐步推进。衍军进击的第
一个地方，在郢州（现在的武
昌）。他不急不躁，用近半年时
间，布兵围困郢城。萧颖胄派人
到阵前催促，甚至建议向北魏借
兵。萧衍坚持原有计划，不肯向
北魏借兵。经过艰苦围攻，迫使
郢州之敌投降。

拿下郢州，诸将想暂停步
伐。萧衍则催促大家乘胜直取建
康。不出所料，借攻城初胜的高
涨士气，衍军成了虎狼之师，剑锋

所指，所向披靡。当年十月，萧衍
的军队兵临齐都建康。与攻战郢
州一样，萧衍先把建康附近的战
略要地京口、广陵等地拿下，切断
外援，给守军造成压力。面对大
军围城，南齐国君萧宝卷一点不
担心，照样嘻嘻哈哈，披挂了大红
袍，兴高采烈上城楼，看大军围
城，似在看一场大型表演。一次，
乱箭射到他身边，萧宝卷乘势假
装受伤，让人用担架抬下去。看
大军攻城不止，他的亲信茹法珍
出主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陛下
快赏点钱，让将士能出死力。萧
宝卷歪着脑袋细想一通，发出千
古一问：反贼又不是只反我一个，
为什么单单让我出钱？另一个亲
信梅虫儿凑上来献计：反贼所以
能够围城，是手下人没有尽力。
陛下只要警示性地杀他几个，看
谁还敢不拼死效力？这建议倒是
让萧宝卷采纳了，正寻思着，拿哪
几个来开刀呢，却把那些守城将
领，吓出反心来。负责守城的王
珍国听说后，异常愤恨，暗中派人
给萧衍送去一个明镜，表明心
迹。并与卫尉张稷以及其他大臣

密谋，带兵夜入皇宫，杀死了正在
宫内看歌舞表演的萧宝卷。

从雍州起兵到拿下都城，萧
衍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中兴
二年（502 年）农历三月二十八
日，齐和帝萧宝融下诏禅位给梁
王。四月初八日，梁王萧衍正式
在都城南郊祭告天地，即皇帝
位，定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这一年，萧衍才三十九岁。

九
梁武帝鉴于萧齐国亡的教

训，布仁施惠，勤于政务。他每天
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
章，冬天的时候，把手都冻裂了。

为了广泛纳谏，用好人才，梁
武帝下令在宫门前，放两个盒子，
一个叫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
谤木函，是收集普通百姓对国家
的批评意见，让士民情绪有个上
达的渠道，类似现在的意见箱。
肺石函呢，是功臣或有才能的人，
没得到应有提拔或量才使用，就
可以往这个箱子里投推荐信。

梁武帝对自己的要求很严
格。因为笃信佛教，日常很节
俭，史书记载：一顶帽子要用三
年，一床被子要盖两年。对吃食
也不讲究，饭菜以蔬菜和豆类为
主。有时遇事繁忙，不能在午前
就食，一过午时，就按照佛教规

矩不吃了。他穿的是布衣，盖的
是布被，床垫是莞席，足登草履，
头戴葛布，清苦得如同一个苦行
头陀。从五十岁起，连房事也断
绝，不饮酒，不取乐，除宗庙祭祀
大会，或其他法事，从不举乐。
对人慈善，亲近侍从，虽见内宫
小臣，仍如遇贵宾。对于犯了错
误的部下，常能包容。据记载，
这位帝王每判死刑犯，常常对着
案卷，矜哀流涕。对教育十分重
视。梁武帝治下的南梁，官学很
发达，学馆广开，生徒麇集。在
京城建康，设五所学馆，每馆有
数百名学生。学馆定期考试，凡
射策通明经者，就可以任官。后
来，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大概就
是向这位前辈学的。数十年间，
大修文学，阐扬儒业，形成了魏
晋以来，文化最为繁荣的一个时
期。连对手、北朝齐主高欢，都
酸溜溜地说：江东复有一吴翁萧
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
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