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岳春芳 组版：孔美霞 校对：步剑文 05生活服务

观影指南2017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国际影城

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段奕宏、江一燕、杜源、郑伟主演犯罪悬疑片《暴雪将至》；郑恺、

张雨绮领衔主演魔幻片《降魔传》；马克·沃尔伯格、梅利莎·拜诺伊

斯特等联合主演的灾难片《恐袭波士顿》；狄龙、张国荣、周润发主演

枪战电影《英雄本色》；本·阿弗莱克，亨利·卡维尔，盖尔·加朵等主

演的动作奇幻电影《正义联盟》；动作、科幻电影《雷神3：诸神黄昏》；
肯尼思·布拉纳、约翰尼·德普主演犯罪、剧情、悬疑电影《东方快车谋杀
案》；动画、冒险、奇幻电影《精灵宝可梦：波尔凯尼恩与机巧的玛机雅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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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影片：
郑恺、张雨绮领衔主演魔幻片《降魔传》；马克·沃尔伯格、梅利

莎·拜诺伊斯特等联合主演的灾难片《恐袭波士顿》；狄龙、张国荣、

周润发主演枪战电影《英雄本色》；本·阿弗莱克，亨利·卡维尔，盖

尔·加朵等主演的动作奇幻电影《正义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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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七位数
第17181期：3 6 0 6 8 0 3

体彩大乐透
第17136期：1 11 20 21 22 +3 4

体彩排列5
第17136期：1 0 3 9 7

福彩双色球
第17136期：3 7 10 18 21 24 +12

福彩15选5
第１7317期：1 2 7 12 14

福彩3D
第１7317期：7 7 1

明日停电

11 月 22 日 10kV 水云
133线台阳小区分界开关以下
（台阳小区）07：00-12：00；

10kV灯城22301开关以下
（22301：灯城大桥变、北大街、
旧木市场、廿一圩、旭日沟北、
东风菜场、用电站 2#配变、廿
一圩东、北大街西一带）07：
00-15：00；

10kV访西262线路（全线：
访仙村高家、邵巷、东横沟、西
横沟、双茆村东茆孙、晓丽桥、
小王、小西茆、西茆、东茆、塘
里、丰城、萧家村前册、大山头、
后册、毛家、肖家一带）07：
00-16：00。

本报讯 记者昨从中国农业
银行丹阳市支行获悉，5元面值
的“和”字书法币发行计划正式
出炉，这是“和”字书法币的第五
组也是最后一组钱币。据悉，

“和”字书法币楷书钱币，江苏将
预计发行1650万枚，市民下月7
日凌晨起可在中国农业银行进
行网约。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
告称，“和”字书法——楷书普通
纪念币将在 12 月 13 日正式发
行。楷书普通纪念币面值为 5
元，直径为 30毫米，材质为黄色
铜合金。钱币正面图案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内缘上方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下方刊
面额“伍圆”及年号“2017”；背面
主景图案为“和”字的楷书书法，
衬景图案为书法的飞白，内缘右
上方刊“和”字五种书法体。市
民可在 12 月 7 日到 11 日，通过
中国农业银行钱币预约网站进
行网约。“和”字书法币暂时没有
给出第二批的预约方案，第一批
成功预约者可带着身份证和预
约号在 12 月 13 日到 22 日办理
钱币兑换业务。每位市民可以
再帮 5位亲朋好友进行预约，每
人上限可兑换40枚钱币。

“这一次发行的和字书法币

的数量在 2.5亿枚，虽然比近几
年的生肖纪念币要明显减少，并
且面值也比建军 90周年纪念币
要小一半，但还是比前一组‘和’
大了 2.57倍。”银行业内人士指
出，第一、二组“和”字书法币面
值均为 1 元，发行量为 1000 万
枚；第三、四组面值均为 5元，发
行量分别为5000万枚和7000万
枚，从钱币市值角度来看，“和”
字书法前两组在 1000 万元，但
到了“和”字书法第三组则增至
2.5 亿元，第四组增至 3.5 亿元，
而今年发行的“和”字书法币则
达到了12.5亿元。

那这枚“和”字书法币的投
资和收藏价值如何？有着 50多
年钱币收藏经历的我市邮币收
藏家眭书义、阎志兴告诉记者,
即便这枚钱币要升值，也需要花
费更大的代价用真金白银去撬
动。当然，纪念币板块正在进入
向上的价值修复期，部分龙头品
种涨幅明显。最为典型的是，
2009年、2010年发行的1元面值
的“和”字书法纪念币第一组及
第二组。第一组“和”字书法币
单枚价格在两周前还只有 70
元，但目前价格已上涨到了 90
元，预计较短的时间能达到 100
元的价位，紧随其后的“和”字书

法第二组纪念币价格从 50元不
到上涨到了 75 元，涨幅超过了
40%。据介绍，我市一位钱币藏
家以 70 元的价格整卷买入了

“和”字一组钱币 1000 枚，目前
整卷价格已接近 100 元，按 30
元/枚收益来算，已经取得了 3
万元的收益，这在过去几个月是
难以想象的。（王继平 溢真）

市民下月7日可通过农行
网约“和”字书法纪念币

新华社天津 11 月 20 日电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中
国天文年历》显示，11月22日11
时5分迎来“小雪”节气。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
间和程度，和雨水、谷雨等节气一
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小雪封山，大雪封河。”气象

资料显示，小雪节气是寒潮和强
冷空气活动频数较高的节气。进
入该节气后，气温会越来越低，直
接表现就是气温逐步降到0摄氏
度以下。中央气象台20日预计，
未来一周，冷空气活动依然会很
频繁，带来气温跳水。

天文专家提醒说，“小雪”节
气前后，天气阴冷晦暗，光照少，

人的心情容易郁闷，给健康带来
不利影响。建议主动地调整心
态，保持安静平和，减少欲望，多
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在饮食调理上，宜吃温补性
食品，如羊肉、牛肉、鸡肉等；还宜
吃黑色食品，如黑米、黑芝麻、黑
豆、黑木耳等，不仅补气养肾，还
可抵御寒冷。

明日11时5分“小雪”：气温会越来越低

纪念币正面

纪念币反面

10月17日中出1864万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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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福彩
第420期

——FUCAI
主办：丹阳市福彩管理中心

苏州市吴中区县前街中福
在线大厅再次传来喜讯，继11
月8日爆机后，11月9日晚7点
再一次爆出大奖，连续两天爆
机。在24号投注机上玩游戏的
彩民顾先生（化名）喜中“连
环夺宝”全国累积奖25万元！
这是今年以来苏州市吴中区中
福在线大厅的第11次爆机，而
该厅上一次爆机就在前一日上
午！

中奖者顾先生 （化名） 是
县前街中福在线销售厅的忠实
玩家，只要有空都会到中福在
线销售厅休闲娱乐一番，9日
晚，顾先生（化名）同往常一
样来到中福在线县前街厅，通
过多番闯关，在投注“连环夺
宝”游戏第三关时落下了24颗
红宝石，屏幕上显示“恭喜中
出累积奖250000元”，顾先生
笑得合不拢嘴，整个销售厅洋
溢着中奖的喜庆气氛。

大厅的工作人员和彩民纷
纷向顾先生表示祝贺。

这接连两天的爆机信息让
彩民们都非常兴奋，给吴中区
彩民增加了不少信心。

近日，合买“快3”在无锡彩
民当中悄然兴起。11月 13日中
午，无锡福彩中心兑奖处来了
两位彩民，他们在11月10日和
11日分别击中“快3”第1110044
期和1111039期和值12，倍投共
收获奖金5.36万元。这两期彩
票都是两人合买中奖的。

据悉，彩民王先生和杨先
生（化姓）是生意场上多年的老
朋友，两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
是打“快3”。自 10月 30日“快
3”开启两亿元大派奖后，志同
道合的两人开始盘算着合买

“快三”。11月10日，两人相约来
到 建 筑 路 366 号 -33 的
32020189福彩投注站，两人商
量着选择中奖率较高的和值进
行投注，决定在第1110044期对
和值12投了1980倍。11月11日，
两人再次来到该投注站用同样
的方法对和值12进行2475倍
倍投，两次均命中大奖，共计收
获奖金5.36万元。

“快3”自10月30日起开启
两亿元大派奖，每种方式全面
加奖，单注奖金分别提高16.7%
至26.7%。

11月14日，常州市喜出1注双
色球一等奖604万元，至此，常州
今年已中出7注双色球一等奖。

14日晚，双色球第2017134期
开奖，开出红球04、05、11、14、28、
32，蓝球04。当期双色球头奖开
出13注，其中4注为复式投注，单
注奖金 1104万多元（含加奖500

万元）；另外9注为非复式投注，
不参与派奖活动，单注奖金604
万多元。江苏中得1注一等奖，
花落常州。

据了解，常州市中出的这注
一等奖出自武进区前黄镇商贸中
心32045534福彩投注站，是一张
10元5注的单式票，其中第2注中
得五等奖，第3注中得一等奖，共
计奖金604万多元。由于是单式
投注，不符合双色球9亿元派奖
规则，不参与派奖活动，该注一等
奖得主憾失了500万元的加奖奖

金。
32045534站主表示，这是继

2009年该站点中出双色球头奖
790万元后，第二次中出一等奖，
非常激动，祝贺这位彩民幸运击
中大奖，希望他早日得知中奖消
息，尽快到省里领奖。

常州 武进彩民10元揽604万

11 月 19 日，双色球进行第
2017136 期开奖，这是 2017 年双
色球9亿元派奖启动后的第7期
开奖，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 19
注，其中3注为复式投注，单注奖
金为 1095 万元（含加奖 500 万
元），另外16注为非复式投注，不
参与派奖活动，单注奖金为595
万元，分别被江苏、深圳、安徽等
地幸运彩民中得。

当期江苏的3注一等奖出自
无锡，这位幸运彩民于11月17日
15点30分，拿出之前的一张彩票
进行了复制，这张彩票只有2注
号码，其中第一注进行了2倍投
注，第二注进行了3倍投注，合计
投注金额10元，其中第二注号码
跟当期开奖号码完全一致，也就
是说，这位幸运彩民中得了当期

3注一等奖，合计奖金1785.8463
万元，中奖彩票出自江阴峭岐中
山路 145 号 32020677 福彩投注
站。至此，江苏彩民今年已摘得
双色球一等奖71注。

当期除中出 19 注一等奖之
外，还中出二等奖216注，每注奖
金10.4766万元，江苏占有17注。

无锡 3倍投注中1785万

无锡
合买“快3”，中5.34万

吴中
一厅连续两日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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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去年去宜兴游玩，
今年到扬州游玩，和这么多老伙
计一起，玩得很开心，真的感谢
村里的好小伙丁斌啊！”近日，家
住我市丹北镇后水晶山村的丁
大爷迫不及待和一群老朋友分
享了自己大半天的扬州之行，他
说，虽然只有大半天，但对他来
说很有意义。

原来，丁大爷这次扬州之行
很“特别”，首先，这次扬州一日
游是免费的，其次，一起旅游的
人全都是同一个村的。据介绍，
作为村里的后生，和去年一样，
今年重阳节刚过，逍遥山庄的主
人丁斌便着手开始准备邀请村
里 55 岁以上的女性、60 岁以上
的男性免费一日游的事宜，费用
全由他一人承担。村民们得知
这一消息后，都很开心，更是对

丁斌赞不绝口。
“作为后水晶山村的一员，

我从小就在村里长大，小时候村
里的叔伯、阿姨都特别疼爱我，
现在我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来回报他们。”采访时丁斌告诉
记者，村里的老人大都是他的长
辈，他们中有很多人平时都很少
出门，更不用说是出去旅游了，
所以他想借助这个机会让这些
老人出去散散心，看看外面的

“世界”。
当天，当载着 39 位后水晶

山村民的旅游大巴车抵达瘦西
湖时，老人们都如孩童般兴奋不
已，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几位
村民还在逍遥山庄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学会了自拍，开启了“疯
狂”自拍模式。在工作人员的悉

心陪护下，大家游玩过瘦西湖，
又去了历史老街东关街、国家重
点保护寺院高旻寺。经过大半
天的游玩后，下午四点多，大家
一起安全返回了家中。

丁大爷告诉记者，随着近年
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去旅游的
机会虽然渐渐多了起来，但是和
这么多村里人一起出去旅游的
机会还是很少，他觉得，这样的
旅行既让大家开了眼界，又融洽
了村民间的关系。另一位老人
还告诉记者，每逢重大传统节
日，丁斌都会给村里的老人赠送
礼品、上门慰问，平时村民们有
什么困难，只要能做到的，丁斌
都会不遗余力帮忙。

据了解，生活和工作中，丁
斌一直坚持弘扬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工作之外，他还联合众
多爱心人士，本着“如意慈善，爱
在身边”的原则，专门组建了“如
意慈善”公益群，帮扶众多需要
帮助的人。村民介绍，丁斌邀请
村里老人旅游已经是第二次，去
年他就组织村里 29位老人去宜
兴旅游。得知老人们很喜欢这
种旅游，所以他再次组织了这次
扬州旅，并且表示，今后每年都
将组织村里的老人出去看看。

（李潇 文/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丹北镇后水晶山一村民创业成功不忘回报乡亲，逢年过节都会自掏腰包关
爱村中老人，如今——

“我每年都要组织他们出游一次！”

本报讯 日前，司徒镇村民
贺某停放在斜坡上的电动车，被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刮到了香
草河里。司徒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立即赶往现场，在消防官兵的
协助下，成功将电动车从河中拖
上岸，为群众挽回了损失。

当日下午 1时许，司徒镇村
民贺某报警求助称，因坡道倾
斜，其停放在路边的三轮电动车
掉落在香草河中。司徒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

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贺某将
车辆停放在香草河西面岸边时，
因坡道倾斜，大风刮来，竟然将
贺某的电动三轮车吹到河边，顺
着河坡落入水中。看到这一情
况，民警立即沿河边进行查找，
发现河中确实有车棚浮在水
面。随后，出警民警邹立伟向辖
区群众借来绳子及鱼叉等工具，
准备将绳子一头拴在三轮车
上。但由于车棚湿滑，车头没入
水中，难以进行打捞，三轮车在

打捞过程中完全没入水中。贺
某非常焦急，邹立伟立即联系司
徒专职消防队和水警到场。经
过大家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贺
某的三轮电动车终于被打捞出
水面。

现场感动不已的车主贺某
对司徒派出所民警与消防队员
连连表示感谢。“这是我们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民警邹立伟对
贺某说道。

（王国禹 张斌）

电动车滑入香草河 民警消防协力打捞

本报讯 65 岁的孤寡老人
因生活困难，最近几年多次盗窃
店铺或他人财物，被警方处理过
8 次，但不思悔改，仍旧盗窃不
止。近日，市检察院以涉嫌盗窃
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秦某。

近日，界牌派出所民警接到
集镇某店主报警称，就上个厕所
的时间，他放在店堂里的手机被
人偷走了。接警后，民警随即来
到被盗现场。听完失主的反映
后，民警立即取证调查。通过查
看周边监控，一张熟悉的面孔出
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中。

界牌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
民警到现场调取监控，发现盗窃
者是一名被警方处理过很多次
的老人秦某。秦某先前曾 8 次

因小摸小偷被警方抓获，所以办
案人员对他的外貌特征早已熟
记于心。

确定是秦某再次作案后，民
警立马上街寻找犯罪嫌疑人的
身影。就在民警寻找秦某的时
候，界牌派出所又接到了一起报
警电话，一位保安称抓到一个偷
东西的老人。民警赶到现场一
看，正是盗窃店铺手机的秦某！

据民警介绍，今年 65 岁的
秦某，为开发区前艾人，是一名
独居老人。由于没有生活来源，
为了谋生，他趁隙进入店铺、超
市或网吧进行盗窃，逐渐成为了
一名惯偷。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已被
检察院批准逮捕。（王国禹 公政）

孤寡老人多次盗窃
不思悔改再次“进宫”

图片新闻

日前，园林部门对城区所有乔木及花灌木的树杆进行涂
白，为树木穿上“冬衣”以防寒保暖和防治病虫害。据悉，此项
工作预计本月底结束。 （李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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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墓主萧顺之，是梁武帝萧衍

的老爸，字文纬。据说，此人外
表清和，内怀英气，自小和族兄
萧道成交好。道成有名言：“使
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
同价。”这话，第一次向人透露，
就是对萧顺之说的。其时，两人
正欣欣然同游金牛山（今丹阳水
晶山）。从这一天起，萧顺之知
道，这位族兄有大志向。

后来，萧顺之紧随族兄萧道
成，在其帐下，先后任镇军府司
马、长史，皆尽职。

泰始二年（466 年），徐州刺
史薛安度叛反，萧道成领军北
上，萧顺之为副职。薛安度侄子
薛索儿，遣刺客夜潜营帐，欲刺
杀萧道成，幸亏萧顺之深夜巡
查，正遇刺客入营，反应快，出手
将刺客杀死。

升明二年（478 年），朝中重
臣袁粲、刘秉，不满萧道成专政，
起兵征讨。萧道成部将黄回，暗
与袁粲相通，趁萧道成率重兵迎
敌，朝中空虚，出兵欲占台城。
萧顺之得悉，急领家兵百余人，

扼守朱雀桥。黄回前锋行至朱
雀桥，见桥头匹马单人，威风凛
凛，扼守去路。

细看，却是萧顺之，顶盔披
甲，横刀立马，吓得赶忙撤退，未
敢妄动。

这是萧顺之人生中最辉煌
的一幕。面对铁马金戈，万千乱
军，一人独守朱雀桥，曾有何等
豪气。不想，他的人生谢幕，却
因忧惧攻心，郁郁而逝。

升明三年（479 年），萧道成
建齐，为齐高帝。萧顺之迁侍
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
丹阳尹。没几年，齐高帝崩，太
子萧赜即帝位，是为齐武帝。武
帝萧赜忌惮这位族叔，没有将萧
顺之升迁到更重要的职位。

永明八年（490 年），荆州刺
史、巴东王萧子响，私作锦袍绛
袄，并私下和蛮族部落交换武
器，违犯朝规。巴东王府长史刘
寅、司马席恭穆，连名密报朝
廷。齐武帝下敕派员检查。

萧子响是武帝第四子，因武
帝弟豫章王萧嶷无子，过继给
嶷。后来萧嶷得子，表留为嫡。

子响好武，有勇力，是个愣头青。
生父萧赜即帝位，召诸子上殿。
子响因为过继出去，坐的车子大
概与其他兄弟不同，便火冒乒乓，
用拳敲打车壁。武帝萧赜知道
后，对这位送出去的儿子心存歉
意，没有怪罪，还把他的车子，换
成和其他王子一样的座驾。

再说萧子响听说钦差到，却
无人宣读圣旨，召刘寅等人问。
刘寅支支吾吾，萧子响发怒，把
刘寅等八人抓起来，一齐杀死在
后堂。

武帝听说子响乱杀朝臣，大
怒，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
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御林军
数百人，去荆州抓捕萧子响。行
前嘱咐：“若子响束手自归，可全
其命。”

胡谐之等人到了江津，在燕
尾洲筑城。萧子响穿着白色罪
服登上城头，和谐之等人通话，
说：“天下哪有儿子反叛的？我
本身并没有反心，只是有些粗疏
罢了。现在我便单独乘船还朝，
何必筑城对垒呢？”

尹略却说：“谁和你这个反

叛父亲的人说话！”
萧子响听了，伤心流泪。但

还是派人送去酒食果馔，却被尹
略扔进江中，还把送礼品的人扣
押。萧子响的手下，有一个叫王
冲天的莽撞家伙，见状火气冲
天，便率领兵士，攻破燕尾洲营
垒，杀死了尹略，只有胡谐之、茹
法亮单独乘船跑掉。

消息传到京城，武帝更怒，
派担任丹阳尹的萧顺之，领兵讨
伐。文惠太子萧子懋一向忌妒
子响，便在萧顺之出发前，秘密
找他谈话，让他不要使萧子响活
着回来。

这边萧子响听说萧顺之领
兵来，就穿上囚臣的白衣，带了
三十个随从，乘小舟从长江回京
城。半路，被萧顺之抓获。子响
请求萧顺之，承诺见过皇父后会
自裁，但萧顺之不允，在射堂将
他缢死。

萧子响死前，秘密写了一封
信函，藏在妃子王氏的裙带中，
信上说：“小舟还朝不得，心中苦
痛，请父皇加以哀怜，不要让史
书上写下：齐朝有反叛父亲的儿

子，父亲有害死儿子的名声。”
武帝看到这封信后，心里非

常生气，有责怪萧顺之的意思。
并在萧子响死后的百天忌日，亲
自行香，专门作斋。等看见萧顺
之，皱眉板脸好长时间。

后来有一天，武帝在山野，
看见一只猿猴在跳跃悲鸣，就问
身后官员，猿猴为什么悲鸣？回
答说：“猿猴的孩子前日堕崖死
了，它的母亲找它不见，所以这
个样子。”武帝由此想起萧子响，
悲不自胜，马上把茹法亮找来，
责骂一通。

萧顺之知道后，更加担忧惧
怕，回家就生起病来。没几天，忧
郁而终，时值永明八年（490年）。

逝后，追赠镇北将军，谥
“懿”，棺柩送归南兰陵故里。中
兴二年（502 年）四月，萧顺之的
儿子萧衍即帝位，建“梁”。追尊
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
祖”，母亲为“献皇后”，改墓为

“建陵”，葬地在丹阳荆林三城巷
附近。（完）

巍巍建陵 梁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