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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 8部影片：动
作、惊悚、科幻电影《移动迷

宫：死亡解药》；山田凉介、西

田敏行主演剧情电影《浪矢

解忧杂货店》；刘纯燕、张磊

主演动画、冒险、儿童电影

《金龟子》；动画、冒险、喜剧、

家庭片《小马宝莉大电影》；

赵又廷、杨子姗主演爱情、冒

险电影《南极之恋》；休·杰克

曼主演传记、剧情、歌舞电影

《马戏之王》；动画、喜剧、冒

险电影《熊出没·变形记》；杰

西卡·罗德主演恐怖、悬疑、

惊悚电影《忌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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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10部影片：动
作、惊悚、科幻电影《移动迷

宫：死亡解药》；山田凉介、西

田敏行主演剧情电影《浪矢

解忧杂货店》；刘纯燕、张磊

主演动画、冒险、儿童电影

《金龟子》；动画、冒险、喜剧、

家庭片《小马宝莉大电影》；

赵又廷、杨子姗主演爱情、冒

险电影《南极之恋》；休·杰克

曼主演传记、剧情、歌舞电影

《马戏之王》；儿童、喜剧电影

《神秘巨星》；动画、喜剧、冒

险电影《熊出没·变形记》；朱

莉娅·罗伯茨、欧文·威尔逊

主演家庭、剧情电影《奇迹男

孩》；章子怡、张震主演爱情、

战争电影《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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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朱江达

体彩七位数
第18019期：0 7 6 2 8 6 0

体彩大乐透
第18014期：14 16 18 24 31 +01 08

体彩排列5
第18033期：8 7 0 8 1

福彩双色球
第18014期：09 12 20 24 28 31 +07

福彩15选5
第１8033期：01 09 10 11 15

福彩3D
第１8033期：7 6 7

2月5日 10KV陵北 12211开关以

下（12211：早巷村、集镇政府公用、江

家、熙庄邵庄村、集镇中学、丹阳市陵口

留墅鞋服厂一带）08:00-12:00；
10KV吕居12112开关以下（12112：

西符村杨东队、朱家村、三里墩、江苏迅

达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带）08:
00-12:00；

10KV港口 131线路（全线：清馨花

园、航运小学、丹化住宅、锦都家园、七

间下、车站路、三五间村、上丰南、双庙

社区居委会、丹阳市恒华化工有限公

司、丹阳市一鑫电镀有限公司、上海铁

路局常州站一带）08:00-12:00；
10KV化工12103开关以下（12103：

朱家湾、史巷社区下丰、贺家、史巷社区

叶家、曹家、史巷社区大蒋、史巷社区上

丰一带）08:00-12:00。
2月6日 10KV访北 25112开关以

下（25112：杨家、土桥、大庄一带）08:
00-12:00；

10KV窦中22112开关以下（22112：
窦庄集镇河东、邱家、姜家、大连村袁

家、东庄、王家一带）08:00-12:00。
2月7日 暂无。

2月8日 10KV君悦 11712开关以

下（11712：时安头东、丹阳市大华实业

有限公司一带）13:00-16:00。
2月9日 暂无。

2月10日 暂无。

2月11日 暂无。

2月12日 暂无。

2月13日 暂无。

2月14日 暂无。

2月15日 暂无。

2月16日 暂无。

2月17日 暂无。

2月18日 暂无。

停电信息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明天就是立春节气了，
天地间的阳气和暖意，将随着春
节的渐近而蒸蒸日上，不过，在
前往春天的路途中，大家恐怕还
要经受几层冷风几层寒。这个
周末，全市天气依旧以“冷”为
主，最低气温仍然在零下好几
度，想要有所升温，看来还要再
等等。

本周的丹阳，一个字，冷，两
个字，晴冷。三四级的西北风，
掠过未融的雪，把城市浸泡在一
汪严寒中。由于积雪融化，直接

助长空气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每上升 10%，体感温度就会随之
下降2℃左右。在湿冷的南方过
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次
大家应该体会得比较彻底了。

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冷
意仍然不会见好就收。因为今
明两天，全市气温仍然偏低，今
天最低气温-5℃到-6℃，明天
最低气温-7℃到-8℃，可以说
是冰冻三尺数日寒。

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天气
条件较为静稳，可能出现雾霾天
气。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外出需

适当防护，一般人群适量减少户
外活动，儿童、老人及易感人群
应减少外出。建议市民关闭门
窗，并在污染消除后及时开窗通
风；老幼、体弱者和患有呼吸道、
心脑血管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
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
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户外
停留时间。

此外，建议市民绿色出行，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
少汽车上路行驶；机动车行驶中
途停车时建议及时熄火，减少车
辆原地怠速运行。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早晨最

低气温：-5℃到-6℃，有对交通

有影响的道路结冰，白天最高气

温：1℃到2℃。

4日全市晴到少云，早晨最

低气温：-7℃到-8℃，有严重冰

冻，白天最高气温：2℃到3℃。

5 日全市晴，早晨最低气

温：-8℃到-9℃，有严重冰冻，

白天最高气温：2℃到3℃。

周末天气仍是“晴冷”唱主调
明天将迎来立春节气

新华社电 无论是家庭日常
保洁还是年前辞旧迎新的“大扫
除”，消毒剂、清洁剂都是家中常
备的“好帮手”。但医生提示，使
用消毒清洁剂时要避免混用，以
免产生有毒气体造成危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
近日接诊了这样一位患者。患
者王女士到急诊时不停地咳嗽，
呼吸非常困难。经脉搏血氧饱
和度监测，数值只有 80%，而低
于 90%就属于低血氧症。王女

士随即被推进抢救室抢救，医生
诊断为氯气中毒引起的呼吸衰
竭。

王女士是如何接触到氯气
的呢？原来，王女士在家中清洁
马桶时，先使用了洁厕灵，随后
又倒入了 84消毒液。两者混合
形成大量泡沫和刺鼻气体。

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
科主任郑亚安介绍，王女士使用
的 84消毒液主要成分是次氯酸
钠，而洁厕灵含有氯化氢也就是

盐酸，两者相遇后会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氯气。氯气对眼睛、呼吸
道等均有刺激性，甚至可造成呼
吸困难、肺水肿，危及生命。

这次接诊的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郭妍提醒
人们，在做清洁工作时，首先要
仔细阅读说明书，不要混用消毒
清洁剂。如果不慎产生刺激性
气体，人员要及时到通风环境
中，如果症状未得到缓解，务必
及时就医。

黄酒是我国居民经常饮用
的一种饮品，但对于黄酒的功
效，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对于
其他的酒精饮品而言，黄酒的功
效非常多，而其副作用则相对来
说要少很多。那么喝黄酒的好
处都有哪些？

1.活血祛寒。
我国中医指出，黄酒具有活

血祛寒以及通经活络的功效，因
此在平时经常感觉到手脚冰凉
的患者可以适量多喝。如今处
于寒冬的季节，市民适量地喝点

金丹阳黄酒，既可活血祛寒通经
活络，同时还能帮助人们有效地
抵御寒冷的刺激，从而起到预防
感冒的作用。

2.药用价值。
在我国中医上，黄酒是一种

不错的药引子，所谓的药引是引
药归经的俗称，指某些药物能引
导其它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
位或某一经脉，从而起到向导的
作用，这样才能让药效直达病
灶。“药引子”还有增强疗效、解
毒、矫味、保护胃肠道等作用，可

以说黄酒的功效非常地广泛。
3.祛腥膻。
黄酒的功效可不仅仅有以

上这些方面而已，就算是在我们
日常烹饪的时候，黄酒也可尽到
它的绵薄之力。苏贝克料酒在
烹饪中的主要功效为祛腥膻、解
油腻，在烹制海鲜以及肉类等食
物时，加入适量的苏贝克料酒能
使造成腥膻味的物质溶解于热
酒精中，从而随着酒精挥发而被
带走，这样便能使菜肴香气四
溢、满座芬芳。 王志跃

喝黄酒的三大功效

医生提醒：消毒清洁剂混用或致中毒

这几种姿势这几种姿势最伤骨最伤骨：：

跷二跷二郎腿郎腿 穿高跟鞋穿高跟鞋 窝沙发里窝沙发里
古话说，人要“坐如钟，站如

松，卧如弓”，这话是有道理的。
坐着驼背缩颈，躺着东倒西歪
……这些不良姿势都会在潜移
默化中伤到骨头。

1.睡姿不良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

医骨伤科主任屈留新表示，颈椎
有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弯曲。趴
着睡、在躺椅上睡、窝在沙发里
睡等不良睡姿不能将颈椎的生
理性弯曲填平，不仅无法放松疲
劳的颈椎，时间长了还容易导致
颈椎变形，颈部肌肉疲劳，诱发
颈椎病。

建议：睡觉时最好躺下。条

件不允许，只能趴着睡时，可垫

一个靠垫或枕头作为缓冲，不要

把头直接枕在胳膊上。柔软舒

适的枕头压扁后应为自身拳头

的高度（拇指在上，小指在下）。

2.“葛优躺”
这种瘫在沙发里的坐姿看

似舒服，实则隐患很大。屈留新
指出，长期如此，腰椎的肌肉和

韧带处于拉伸状态，腰椎受压，
易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葛优躺”
对颈椎的伤害更大，自然弯曲减
少或消失容易发生落枕，还会落
下颈椎间盘突出等颈椎病。

建议：在沙发上保持正确的

坐姿，脊椎直立不驼背，让胸背

肌张力均衡，两腿平行自然放

下，脚掌平放在地上。上班族适

量抬高电脑显示器保持平视，尽

量不要长期伏案，坐一个小时起

来活动活动。腰部靠着椅背，有

个支撑，减少对腰椎的压力。

3.跷二郎腿
跷二郎腿时骨盆倾斜，腰椎

受力不均，身体前倾的同时脊柱
弓起，容易导致脊椎劳损、变形
和腰椎间盘突出。而原本就有
椎间盘突出、脊柱侧弯的患者，
长期跷二郎腿还会加重病情。

建议：端坐时最好让大腿与

小腿呈90度角，让双腿处于放松

状态，保障血液循环顺畅。

4.喜欢蹲着
屈留新指出，蹲的时间长

了，不仅影响下肢血液循环，还
伤膝盖和腰椎。比如，一个人久
蹲后突然站起来会感到膝盖麻
木、无力甚至疼痛，需要人扶着
行走。长此以往，容易出现关节
腔积水、髌骨软化症，提前患上
关节炎、腰椎错位等疾病。

建议：戒掉久蹲习惯，可以

坐在小板凳上，既给膝盖“减

压”，也能让腰椎直立。

5.鞋跟过高
脊柱是由多个椎骨连接而

成的，两个椎骨的接触面近乎为
平面。姿态挺拔时，椎骨之间是
面与面的接触，受力得到分散，
不易损伤。穿高跟鞋使重心过
度前移，造成骨盆前倾、脊柱弯

曲增大，椎骨间的接触面变小，
腰椎和颈椎受力点集中。这样
对椎骨的压力迅速增大，日积月
累，导致腰痛和颈椎病的发生。

建议：尽量减少穿的次数，

或选跟高低于5厘米的。

6.一侧背包
现在不少人喜欢背单肩包，

而且总背在一侧，久而久之，会
让脊柱平衡失调。如刺激到胸
椎神经，造成心慌、胸闷、腰背
疼；刺激到腰椎神经，会让人腹
部疼、便秘、尿频尿疼……严重
的还可能引起脊柱侧弯。

建议：背单肩包时左右换着

背，以防脊柱平衡失调，也可换

着背双肩包。

停水通知

因管道碰接，2月 4日 13:00
至 17:00，司徒杏虎大队、万新农
庄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延）,
请该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
请谅解！

03神州万象

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日公布
《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
于3月20日起施行。规定提出，
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
全辟谣机制，发现微博客服务使
用者发布、传播谣言或不实信息，
应当主动采取辟谣措施。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微博客为广大网民
获取资讯、休闲娱乐、情感交流
和分享倾诉提供了重要平台，
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同时，部分服务提
供者安全责任意识不强，管理
措施和技术保障能力不健全不
到位，造成一些不法分子炮制
的低俗色情、民族歧视、谣言诈

骗、传销赌博等违法违规有害
信息传播扩散，损害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影响健
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亟待
依法依规予以规范。

根据规定，微博客是指基
于使用者关注机制，主要以简
短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实现
信息传播、获取的社交网络服
务。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和微博
客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微博客
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
息内容。

在实名认证方面，规定要
求，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应当落
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
愿”的原则，对微博客服务使用

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身
份证件号码、移动电话号码等
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定
期核验。同时也明确，微博客
服务提供者应当保障微博客服
务使用者的信息安全，不得泄
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

据介绍，这一规定依据网
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根据规定，微博客服务提
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
理主体责任，发挥促进经济发
展、服务社会大众的积极作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播先进文化，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倡导依法上网、文明上网、
安全上网。

新华社呼和浩特 2月 2日电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
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一审宣判一
起特大电信诈骗案，85人特大电信
诈骗团伙一审获刑。

2016年7月，鄂尔多斯市达拉
特旗群众杨某报案称，其遭遇电信
诈骗，被骗金额3.5万余元。达拉
特旗公安局经缜密调查，摸清了该
电信诈骗团伙的情况。同年11月
2日，该局抽调警力远赴该团伙所
在的湖北省，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
下一举将其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
押解返回。

法院审理查明，该团伙为实现
诈骗目的、获取非法利益，为成员
购买了电脑、固定电话、手机等作
案工具，并分别注册手机社交媒体
账号，然后在网络、手机社交媒体
等发布治疗男女生理疾病或脱发
的虚假广告，诱骗被害人浏览并填
写联系方式。

获得联系方式后，该团伙成员
便按照“话术剧本”的内容，冒充专
业医疗机构人员的亲属或者学生，
使用电话、手机社交媒体对被害人
进行“远程问诊”，在此过程中，他
们虚构、夸大其推销的所谓“特效
配方”的疗效。随后，其他成员再
以“健康顾问”“指导老师”等身份
对被害人进行回访，在取得信任后
诱骗被害人购买不具有药品功效
的保健品或食品。

2016年6月16日至11月1日，
该团伙以成立的公司作为掩护，在
湖北省设立了2个诈骗窝点，组织
实施电信诈骗。法院认定，在这一
期间，被告人陈某、姚某某、张某组
织该团伙成员共诈骗被害人8945
人，累计诈骗金额达 1047.1 万余
元。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分别判处3
名主犯有期徒刑13年至11年，其
余82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6年至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新华社昆明 2月 2日电 记
者从云南省丽江市旅发委了解
到，一滴滴网约车司机骗游客
游玩假“玉龙雪山”事件目前已
对其作出处罚：对涉事车辆作
暂扣7天处理，对司机周某处以
5000元罚款。

1月28日，丽江市旅发委接
到丽江机场公安关于“有游客
反映在丽江旅游期间所搭乘的
滴滴网约车司机有欺客行为”
的情况通报，随即派出旅游执
法人员到达机场对游客进行询
问、了解相关情况，并将两位游
客带回，对事情作进一步调查。

经查，1月26日，游客陈某、
卢某通过滴滴平台以 36.6元的
价格预约到云P×××号顺风车，
欲前往玉龙雪山景区游览。途

中受司机周某诱导，两人在雪
山情缘旅游用品服务部二分店
购买氧气和租防寒服，共计消
费 280元，并更改线路，前往玉
龙村骑马场，以380元／人的价
格参加了“玉龙雪山骑马生态
旅游”行程。两人在行程结束
后，上网搜索发现游览的行程
并非是自己预期前往的玉龙雪
山景区，于是向丽江机场公安
报案。

丽江市旅发委、工商局、交
通局，玉龙县旅发委依法对此
事开展联合调查，责令司机周
某立即退还游客因其诱导所产
生的所有费用。陈某、卢某两
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已离
开丽江。

丽江市交通局依据相关法

规对涉事车辆作暂扣 7天的处
理，并对司机周某处以 5000 元
的罚款；“滴滴出行”公司对云
P×××车辆进行封号；市交通局
将依法对“滴滴出行”公司追究
责任；丽江市工商局、公安局组
成联合调查组就雪山情缘旅游
用品服务部二分店涉嫌商业贿
赂立案查处；玉龙县对白沙镇
玉龙村骑马场停业整改，责令
立即拆除擅自设立的“玉龙雪
山海拔4880米”提示木牌，该木
牌现已拆除。

丽江市旅发委表示，在下
一步工作中，将继续依法加大
对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力度，重
拳出击，对旅游市场中的违法
违规行为绝不容忍、绝不手
软。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
2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
悉，针对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平台、
机构和个人大肆炒作明星绯闻隐
私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风，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
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

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热衷炒作、涉嫌违法违规的各类
行为主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和依
法综合整治。

据悉，即日起，相关网络平台
对“卓伟粉丝后援会”“全明星通
讯社”“娱姬小妖”等专事炒作明

星绯闻隐私的账号进行永久关
闭。六部委按职能、分领域进一
步加强对新浪微博、腾讯、百度、
优酷、秒拍等网络平台的依法从
严监管。对北京大风行锐角度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卓伟视界（上
海）影视工作室等相关企业经营

活动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依法惩戒。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
出，低俗炒作、大肆渲染明星绯闻
隐私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
传递了错误导向，侵害了公民合
法权益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感。通
过联合整治打击低俗炒作行为，
将进一步形成依法从严监管的震
慑，督促和约束相关平台、机构和
个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守
法合规经营，维护互联网传播秩
序，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2
日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长安福特
汽车有限公司向质检总局备案了
召回计划，决定自 2018年 2月 25
日起，召回部分新蒙迪欧、锐界汽
车，共计567167辆。

据了解，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由于制动软管材料不能满足福特
耐久试验规范，长期使用情况下，
造成制动软管内部编织层疲劳受
损。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制动软

管鼓包、开裂并漏油，引起制动效
率衰减、制动距离变长，存在安全
隐患。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将
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
善后的制动软管，以消除安全隐
患。召回范围的汽车包括：2013年
1月4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
生产的部分新蒙迪欧汽车，共计
371371辆；2014年9月4日至2017
年1月1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锐界
汽车，共计195796辆。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经
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一轮
巡视将对河北、山西、辽宁、黑龙
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
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宁
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
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体育总
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统计局、新华社、中国核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30个地方、
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根
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规定，对第一轮巡视省区涉及的
沈阳、大连、哈尔滨、南京、厦门、
济南、青岛、广州、深圳、成都等
10 个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
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
人，一并纳入巡视范围。

部分炒作明星绯闻隐私账号被永久关闭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30个
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3月20日起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将建立辟谣机制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记者2
日获悉，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恶搞
《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及英雄
人物视频的问题，文化部高度重
视，立即部署查处工作，排查清理
有关恶搞视频，要求互联网文化单
位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
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传播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

据了解，1月28日监测到网络
舆情后，文化部立即研究部署查处

工作，排查清理下线恶搞视频，并
召集优酷土豆、腾讯、爱奇艺、百
度、新浪、搜狐、秒拍等17家主要互
联网文化单位，召开监管通气会，
明确排查范围，要求各网站举一反
三，全面清理同类恶搞视频和音
乐。截至1月30日，各主要互联网
文化单位共清理下线涉及经典革
命歌曲的恶搞视频 3898条、恶搞
音乐165首。

大美黄河“天鹅湖”

2月2日，白天鹅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每年冬季，河南省三门峡市黄河湿地都会迎来成千上万
只白天鹅。这些白色的精灵在黄河湿地栖息越冬，形成一道亮丽的景观。2日是第22个“世界湿地
日”，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602个、国家湿地公园试点898个，拥有“国际重要湿地”
57个，湿地保护率达49.03%。（新华社）

一网约车司机诱导游客玩假玉龙雪山
被罚5000元

文化部严肃查处恶搞《黄河大合唱》
等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

“远程问诊卖药”近9000人被骗
85人特大电信诈骗团伙一审获刑

制动软管存隐患
长安福特召回新蒙迪欧、锐界逾56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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