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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12 月 9 日 10kV 导 东
12602 开关以下（12602：小华
村、大庄村、朱家村、丁塘村、
和巷村、前宅村、后宅村、陈家
村、东邮村、吴家巷、大墩头、
新庄上、东葛村、杨树塘、庄里
村、冯家村一带）07:00-13:00；

10kV 天元 122 线路（全
线：市政基建变、丹阳市金峰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一带）07:
00-14:00；

10kV 花园 112 线路（全
线：花园村、霞庄、十三队、金
三角公用、东庄、丹阳市海达
家具装饰城、江苏创天光学眼
镜有限公司一带）07:00-14:
00；

10kV 朝阳 12712 开关以
下（12712：暂 无 用 户 ）07:
00-14:00。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7

今日上映8部影片：
3D 迪士尼动画电影

《寻梦环游记》；传记、动画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

谜》；罗伯特·德尼罗、戴

夫·巴蒂斯塔主演北美动

作大片《双面劫匪》；动作、

喜剧电影《疯狂特警队》；

冒险、恐怖电影《鲨海》；动

画、喜剧电影《帕丁顿熊

2》；乔什·布洛林、迈尔斯·

特勒主演传记、剧情电影

《勇往直前》；陈学冬、张孝

全主演剧情、犯罪电影《巨

额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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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影片：
3D 迪士尼动画电影

《寻梦环游记》；冒险、恐怖

电影《鲨海》；动画、喜剧电

影《帕丁顿熊 2》；罗伯特·

德尼罗、戴夫·巴蒂斯塔主

演北美动作大片《双面劫

匪》；乔什·布洛林、迈尔

斯·特勒主演传记、剧情电

影《勇往直前》；陈学冬、张

孝全主演剧情、犯罪电影

《巨额来电》；陈柏霖、林允

主演爱情、喜剧电影《假如

王子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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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达

新华社电 近日，合肥 23岁
小伙小李在感冒之后，仍和朋友
打篮球。原本他以为大汗淋漓
后感冒自然会痊愈，但是没想到
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随即倒
地不起，不得不被送到安徽省立
医院急诊科抢救。

专家称，冬季室内外温差较
大，是感冒的高发季节，像小李
这样已经因感冒诱发重症心肌
炎的患者，如果未能及时就诊，
就可能因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源

性休克而危及生命。
安徽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

冠心病介入诊疗科主任马礼坤
介绍，冬季不少家庭已开了暖
气，室内外温差大，使人易患感
冒。但很多年轻人觉得感冒无
所谓，还以工作繁忙、学业紧张、
身体强壮等为由，即使症状严重
也硬撑。有的甚至还在患病期
间打球、跑步，试图通过所谓的

“运动疗法”出一身汗来战胜感
冒。殊不知，这样会增加心、肺

等系统的负担，这给“夺命小感
冒”留下了可乘之机。

专家介绍，心肌炎是反映心
肌中有局限性或弥漫性的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炎性病变，会导致
心脏活动、心脏泵血供血出现异
常，表现为心跳紊乱甚至心跳停
止，以及心力衰竭，临床多见于
中青年人群，往往是其阶段性免
疫功能低下，病毒侵入感染造
成。尽管年轻人体质强，但是一
旦遇到病毒，免疫反应强烈，诱

发心肌炎的几率就会增加，加上
过度劳累、高强度工作等就更易
加重病情。

专家提醒，一旦心肌发生病
毒感染，患者可能在感冒后两星
期内发病，多数病人在发病前都
有发热、全身酸痛、咽痛、腹泻等
感冒症状，但是继而出现胸闷、
心悸、乏力、恶心、头晕等，很有
可能就是心肌炎症发出的信号，
就要引起重视了，需要及时救
治。

冬季感冒莫轻视 谨防诱发心肌炎

新华社电 入冬以来，防霾
口罩又成为部分市民的必备。
目前，防霾口罩市场种类繁多，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大量
标有“防雾霾口罩”“PM2.5防护
口罩”等字样的产品。有关部门
提醒消费者，选购防霾口罩须谨
慎，不可只看外观是否美观。

近日，山东省质监局组织的
防霾口罩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中，
工作人员从市场购买的 20个样
品中，就有 9个样品经检测不符

合 相 关 要 求 ，不 合 格 率 为
35.3％。消费者挑选口罩时要
注意什么呢？

山东省质检院科研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真正有效的防霾
口罩应该符合国家标准，特别要
注意产品标识上其所符合标准
所执行的标准号、产品的防护效
果级别。防护效果体现了口罩
产品整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
颗粒物的阻隔能力，特别是口罩
在和人脸面结合部位缝隙处的

阻隔能力。
专家介绍，口罩防护效果是

否达标，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
法：戴镜框眼镜的市民戴上口罩
后，如果镜片出现起雾的情况，
就基本可以判断为防护效果不
佳。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一次性
防霾口罩和复式防霾口罩，两者
性价比相当。山东省质检院科
研中心工程师提醒，PM2.5口罩
的防护能力受罩体材料的影响

较为明显，特别是以针织品为罩
体材料的口罩，其过滤效率和防
护效果指标均难以达到实际要
求，建议消费者尽量购买无纺布
或硅胶材质的口罩。

但是，防霾口罩的净化等级
越高，也就是滤芯对颗粒物的阻
隔能力越强，这样容易引起呼吸
困难。对处于发育阶段的儿童
来说，随便佩戴成人的防霾口
罩，可能会造成呼吸困难和过敏
反应。

专家：防霾口罩种类多 选购有诀窍

新华社电 当被鱼刺卡喉
时，很多人会用吞饭、喝醋等民
间盛传的“土方法”把鱼刺吞咽
下去，但如此一来，却有可能导
致鱼刺刺破食管、血管。近日，
浙江宁波一名85岁的稽老太太
在被一根 4cm 鱼刺卡喉后，自
行用“土办法”处理，却差点陷
入生命险境。

稽老太太一直对海鲜情有
独钟，尤其喜欢吃鱼。前不久，
女儿给她买了一条约半斤重的
玉秃鱼。“那条鱼很鲜，我就想
着先把鱼头给吃了，于是就和
着饭一起大口吃了起来。”稽老
太太回忆说。

不料还没吃几口，她就感
觉喉咙被鱼刺卡住，想咳又无
法咳出。“我先用大块的饭团吞
咽，好像还是卡着，然后又吃了
很多块烤萝卜。”经过一番处理
后，稽老太太感觉鱼刺已被顺
利吞咽下去，就没太在意。

但到了下午时分，稽老太
太感觉胸部越来越疼痛，到附
近医院做完CT后，发现有一条
约 4cm的鱼刺正卡在她的食道
壁，而鱼刺距离主动脉只差
2mm，如果鱼刺伤及主动脉，稽
老太太就有可能因大出血而危

及生命。
随后，稽老太太被家人送

到了宁波市李惠利东部医院。
为避免开胸手术给老人带来更
大创伤，该院消化内科主任沈
建伟决定先对其实施胃镜下取
异物。

几分钟后，沈建伟从稽老
太太的口中取出了一片叶状透
明鱼骨，边缘锋利如刀片，有
4cm之长。

沈建伟告诉记者，像稽老
太太这样因“囫囵吞咽”或者边
吃边讲话，而导致食道被卡的
患者在临床中非常多见，尤以

老年人或口腔内装义齿的患者
居多。

“在医院耳鼻喉科或消化
内科的胃镜下，这些卡喉的鱼
刺绝大多数可以被取出。但如
有患者用吞咽米饭等方式，将
鲠在食道口的鱼刺推送至第二
狭窄处，就会刺伤附近的大血
管或气管，极易给生命造成险
情。”沈建伟说。

沈建伟提醒道，一旦喉咙
被卡应立即停止进食，不要囫
囵吞咽，更不要自行采用喝醋、
吞馒头等“土办法”，应立即前
往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

新华社电 冬季是炒货坚
果的销售旺季，安徽省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近期加大了对其抽
检力度，在抽检的115批次炒货
食品及坚果制品中，发现有5批
次不合格。

据安徽省食药监部门通
报，标称芜湖市坚果家族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分装）生产的椒
盐吊瓜子（生产日期/批号：
2017/8/18），标称芜湖鸿昊食
品有限公司经销的多味瓜子
（生产日期/批号：2017/8/28），

均检出霉菌超标。蚌埠市淮上
区韦程程炒货食品商行经销
的，标称安徽省蚌埠市乐口福
食品厂生产的花生米（生产日
期/批号：2017/4/8），无为县泥
汊科发超市经销的，标称蚌埠
市天之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脆芝麻花生仁（生产日期/批
号：2017/4/23），均检出过氧化
值(以脂肪计)超标。蚌埠市淮
上区老丫头食品商行经销的，
标称怀远县何记炒货加工厂生
产的五香花生米（酒鬼花生）

（生产日期/批号：2017/8/6），
甜蜜素超标。

专家认为，目前不少网售
坚果炒货零食产品属于代加工
贴牌生产，食品代工能让企业
在短时间内规模迅速扩大，但
这种贴牌生产的模式中，企业
对产品质量的把控力较弱，安
全隐患较高。

因此消费者应谨慎购买电
商品牌，尽量选择有可靠生产
商的大企业产品，并且保留好
相关购买凭证。

炒货坚果质量屡“报警”
消费者购买需谨慎

鱼刺卡喉 别用“土办法”处理关于原葛丹公路供水阀门井
整治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确保原葛丹公路供水阀门
井整治工程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交
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三十九条规
定，决定对原葛丹公路部分路段实
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7 年 12 月 12 日零时起至
2018年1月25日24时止。

二、管制路段

原葛丹公路沪宁高速公路丹阳
入口十字路口南侧至前进路（原黄
金塘路）路口北侧。

三、管制措施

1.管制期间，根据施工进展情
况，封闭部分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
行。

2.施工单位应按照道路施工规
定，设置交通标志，强化现场管理。

请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
行人，自觉遵守上述交通管理措施，
行经管制路段，服从交警和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志的指
示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有序通过。
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

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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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子

随着各种社团活动的开
展，洪雯的大学生活真正精彩
起来，她这才发现学生生涯原
来还可以这样过，也才觉得以
前和庞一帆在一起的日子格局
太小。渐渐地，庞一帆在她心

中的位置越来越轻，他要是不
主动与她联系，她根本就记不
起来要联系他。

洪雯参加的是辩论社团，
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对手，名
叫吴越。一贯自信伶牙俐齿的

她在思维缜密的吴越面前毫无
胜算，要强的她当然不会服
输，几次争论下来，吴越对她
产生了兴趣，从对手变成了朋
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技
艺”。通过交流，两人对彼此
都有了进一步了解。

吴越就是杭州人，父母都
是公务员，长得高大帅气，他
觉得身材高挑、模样俏丽又聪
明伶俐的洪雯是自己喜爱的类
型，于是向她发起了猛攻。每
到休息日，他就会早早回家，
中午再赶到学校，就为送上妈
妈做的东坡肉，只因为洪雯有
一次曾说过喜欢吃。

吴越的心意洪雯当然清
楚，此时她想到了庞一帆，觉
得有点愧疚，但其实内心的天
平已经慢慢向吴越倾斜，她越
来越觉得庞一帆就是自己的哥
哥。而庞一帆对这些根本不知
晓，依然经常来看望她。虽然
马大哈，但他还是能感觉出女
友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以往见

到他就会与他腻歪在一起，现
在与他在一起会心神不宁，更
拒绝与他亲热。他有种不好的
预感，而每次问洪雯，她又吞
吞吐吐不说。要是实在被问急
了，就生气地说一句：“你要
是 不 相 信 我 ， 我 们 就 散 了
吧！”最后他又只能又哄又
骗，才算安抚好。

庞一帆每一次的出现都在
提醒洪雯是个有男朋友的人，
而父母每一次的电话也在提醒
她庞一帆对她的好，于是在吴
越再一次明确向她求爱时，她
很真诚地告诉他：“吴越，你
是个很好的人，但我不能接受
你的爱。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
了。”她还将自己和庞一帆的
关系原原本本告诉他。吴越很
是震惊，但接着就觉得不可思
议，“你们这就算确定恋爱关
系了？我不相信！”他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死心
的他，还是隔三差五在食堂、
教室和图书馆“堵截”洪雯，

并请她吃饭、送她礼物。洪雯
虽然拒绝不了，但还是很明确
地跟他说：“我们是不可能
的，你别浪费时间了。”

2013年10月的一天，洪雯
因淋雨高烧不退，舍友打电话
给吴越，吴越急忙赶过来将她
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肺
炎。那一夜，他一直守在她身
边照顾。洪雯被深深打动了，
她也想明白了，自己与庞一帆
的爱情其实是兄妹之情，是亲
情，那都是青葱岁月时的胡
闹，只有与吴越的爱情才是真
正的爱情。出院后，她便答应
了吴越的求爱。

可洪雯还是没有勇气与庞
一帆摊牌，毕竟这么多年的感
情，而且还涉及到两个家庭，
她不愿看到因为自己惹得双方
父母反目成仇，她希望随着自
己慢慢疏远他，让他自己知难
而退，达到两全其美的结果。

（文中人物为化名）

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上
有老下有小的小中产一个，待
业不得啊。歇了不到一周，老
婆吴云——在家昵称“大宝”，
在旁敲侧击了。这不，把儿子

小宝哄睡之后，看我正霸着电
脑东游西逛，穿着睡衣的大
宝，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秦朗同志，接下来工作有什么
打算，汇报汇报？”

老婆是个公务员，深圳市
东部新区区委宣传部的一个小
科长，当年我下基层采访时勾
搭上的。既雷厉风行，又和蔼
可亲，只是回到家里有点喜欢
摆架子，嘴里的语言系统充斥
着机关那一套：“同志”、“汇
报”、“同意”。

我拉开椅子，指着电脑：
“喏，几个人向我抛出华丽丽的
绣球，我在做艰难的选择。”

“说说看，姐姐帮你参考
参考。”

“老杨，我以前老领导，
广电传媒集团现在安排他办一
本新闻周刊，拉我过去，当负
责人——之一。这个，我是直
接 Pass 掉的。现在都自媒体时
代了，传统新闻没搞头了，不
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潮

流所致。跟炒股一样，咱要顺
势而为，不要逆势而为。”

“亏你还好意思说炒股。”
“小陈，以前我们节目组

里的一个小同事，长得五大三
粗，可人却精灵古怪，创意无
限，也从台里出来了。叫我和
他一起推广一个移动互联网，
让我当老大。我觉得意思不
大，他们的口号我就觉得不
对，什么为高端人群服务。中
国哪有什么高端人群，全都是
屌丝。这个年代，任何不专注
屌丝用户的移动互联网都是耍
流氓。你看MSN和QQ有什么
区别，一开始，大家都觉得用
MSN聊天就是洋气，用QQ就
是土，就是打工仔，可现在一
看，MSN倒了吧，人家QQ还
在。只赚名声不赚钱的事，咱
能干嘛？老婆，你说。”

“小样。”
“大飞，搞珠宝的，没有

他，就没有我以前的珠宝节
目，恩人哪。他的这个生意，

我倒有兴趣，别的不说，他这
个大行业，我就觉得对路子。”

大宝已经回到床上，哈欠
连天：“什么行业？”

“娱乐。这是一个全民娱
乐、娱乐至死的时代。”

“是啊，什么都是娱乐，
相亲是娱乐，结婚是娱乐，生
于娱乐死于娱乐……”大宝说
着说着自己睡着了。

我把灯按熄，黑暗中，打
开大飞的邮件，打字，回复：

“明日中午十二点，老地方，天
天开心酒楼见。”

天天开心酒楼，天天人总
是那么多。也不知道这个“天
天开心”，到底是客人吃得天天
开心，还是老板赚得天天开心。

大飞先到。我一坐下，首
先看到桌子上一把闪亮的车钥
匙：宝马。

“你以为这是酒吧，宝马
钥匙一摆，妞就自动上来了？”
我拿起宝马钥匙，抚摸着。

大飞夺回宝马钥匙，低

头，手伸进包里，边翻东西边
说：“就是要刺激你一下，这单
生意搞完，你可以开回一台宝
马。”

大宝拿出一个大信封，抽
出来，厚厚一沓。其中最上面
的一张，是个红头文件。标
题：关于白鹿市电视台“最动
听”选秀节目的批示。

“节目已经批下来了。白
鹿电视台和我们的合作协议也
已经签好，他们负责播出，我
们负责所有的经营、制作。现
在就看怎么弄、弄好、弄出
名！”

我没作声，嘴巴贴在杯子
上，慢慢地喝着水。

“你发表下高见啊，兄
弟！”大飞拿着文件在我眼前晃
动。

我继续喝着，不做理会。
大飞拿着宝马钥匙在我眼

前晃动。
下期关注：福尔摩斯的启

示

杨殿起立刻明白玻璃花这
点蠢念头，他换了一种教训人
的口气说：“你挺明白的人，怎
么犯傻了？这洋大人是东洋武
士，要找神鞭打一架。你琢
磨，咱国货抵不上洋货，国术

哪能抵得过洋术？这东洋武士
要把神鞭撂倒，你三爷不是又
精神起来了，这事情一半也是
帮你的忙哪！难道你打算后半
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下去了？
东西算嘛？都是身外之物，再
说，我还能少你的？”

玻璃花一晃脑袋，登时明
白过来，马上答应明天去紫竹
林。

转天大早，玻璃花和杨殿
起乘上一辆大胶皮轮子的东洋
马车，唰唰地奔往东边的紫竹
林租界。杨殿起叫车夫停了车
子。两人下车，伙计付了车
费。没等玻璃花闹明白这里原
先是哪条道，忽然一个东西飞
来，又硬又重，“啪”地一下砸
在他的腮帮上。他晕晕乎乎，
还以为是谁扔来的砖头；前几
天，在东门里就不明不白挨了
一下，多亏歪了，砸在肩上。
他捂着生疼的脸大骂：

“操你姥姥，都拿三爷不

当人！”
“别乱骂，这是洋人的

球。”杨殿起说着，拾起一个毛
茸茸的球儿给玻璃花看，“瞧，
这叫网球。”

只见左边一片绿草地上，
一男一女两个洋人，中间隔着
一道渔网似的东西。每个人手
里都攥着一个短把儿的拍子，
朝他咯咯笑。

“行，三爷不跟他生气。
但也不能白挨这一下，这洋球
归我啦！”他扭身刚要走，那女
洋人穿着白纱长裙，跑上来两
步，喊几句洋话。杨殿起叫玻
璃花把球扔给她，玻璃花发泄
似地把球狠狠扔过去：“拿彩球
往你三爷头上砸，三爷也不要
你这臭娘儿们！”

那边两个洋人都不懂中国
话，反而笑嘻嘻一齐朝他喊了
一句洋话。玻璃花问杨殿起：

“他们说嘛？三块肉？是不是骂
我瘦？”

杨殿起笑着说：“这是英国
话，说是‘谢谢’的意思。”

嘻嘻，玻璃花心里的怒气
全没了。

没走多远，杨殿起引他走
进一座洋人宅院。黑脸印度仆
人进去报过信，他们便登上摆
满鲜花的高台阶，见到一个名
叫北蛤蟆 （贝哈姆） 的洋人，
人挺和气。此外，还有两个上
了岁数、身上散香气的洋女人。

他不通洋话，吃亏不小。
杨殿起和贝哈姆有说有笑，说
来道去。他坐在一旁，不知做
什么，又不懂得洋人礼节，只
好随着杨殿起去做去笑，人家
点头他点头，人家摇头他摇
头。一举一动都学人家，可活
活累死人。后来北蛤蟆似乎对
他发生了兴趣，总对他笑。到
底是喜欢他，还是他脸上蹭了
黑？弄不明白。一直到他与杨
殿起告别时，北蛤蟆连说几声

“白白”，又看着他，拍着自己

的秃脑壳狂笑不止。
杨殿起进紫竹林，就像回

老家，东串西串，熟得很，也
神气得很。他叫玻璃花在一个
尖顶教堂门前稍稍等等，自己
进去一阵子才出来，然后带他
往左边拐两个弯，再往右拐三
个弯儿，走进一家日本洋行。
这儿从院子到走廊都堆着成包
成捆的中国药材、皮货、猪
鬃、棉花之类。打这些冒着各
种气味的货物中间穿过，在一
间又低矮又宽敞的屋子里，与
洋行老板喝茶。杨殿起换了一
口日本话与老板谈了一会儿，
老板起身拉开日本式的隔扇
门，只见当院一张竹榻上，盘
腿坐着个穿长衫的日本人，垂
头合目，似睡非睡，倒挺像庙
里的老和尚打坐。

下期关注：东洋武士下战
书

青梅竹马的爱情破碎

开宝马的大飞

洋人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