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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4月15日 10kV吴巷1J3212

开关以下（1J3212：后东北、贺巷
村、眭家、青阳村洪家、东顶村张
家、青阳村大朱、青阳村后中王、青
阳村姜家、贺巷村元庄、丹阳市宏
天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一带）
07:00-16:00；

10kV 吕西 18211 开关以下
（18211：井元村新村、孙家村、三里
铺、毛家村、新塘村、芦家塘、后洪
村、小蒋村、祁家村、花家村、花家
新村、姜家村、戴家村、新建村、庙
头村、清水潭、东社村、大蒋村、井
元村、坟家村一带）08:00-14:00；

10kV杨巷113线11301开关
（11301：邢甲、柳茹村杭甲村、大地
村、柳茹村松树墩、窑墩、柳茹1-2
队、赵巷村农科队一带）08:00-14:
00；

10kV 王祥 12601 开关以下
（12601：大陈村、祝家庄、涧陈村、
吴家、丹阳市天威工具有限公司一
带）08:00-13:00。

4 月 16 日 10kV 皇北 11602 开关以下

（11602：皇塘沈马家村、珥塘村、巷西村、新华

村、黄泥坝、徐村、丁桥村、陆家村、闸头上、新

旺庄、蒋头村、张巷村一带）08:00-14:00。
4 月 17 日 10kV 河西 14302 开关以下

（14302：五龙村、高甸、桥头村、下岸头、张甲、

董甲、洛塘村、北陵村、前北洛、后北洛、后河

阳、冯村、白洋湾、丹阳市一品光学有限公司一

带）07:00-13:00；
10kV花都 1Q1511开关以下（1Q1511：联

兴村、西观庄村、东观庄村、新庄、殷庄、丹阳麦

溪水泥厂、东尼集团有限公司、丹阳市经纬服

饰有限公司一带）07:00-16:00；
10kV运镇12513开关以下（12513：中心村

敬老院、丹阳市铸造厂一带）08:00-12:00。
4月18日 10kV立交 25105开关至立交

25106 开关（25105 至 25106：健康园、张家村、

城东商住楼、城东大队、怡心花园、丹阳市交通

局、公安局一带）08:00-12:00；
10kV 访北 25111 开关以下（25111：萧家

村、陈家、肖家、榨沟桥、屋口、丹阳市访仙镇光

华五金厂一带）08:00-14:00；
10kV 导西 11114 开关以下（11114：赵家

村、长沟村、匡村、塘店里、下干头、大河沿、东

前庄、中前庄、西前庄、庙头村、华家村、杨家村

一带）08:00-14:00。
4 月 19 日 10kV 珥北 12301 开关以下

（12301：太平庄、护国村杨甲、西头庄、贡家村、

小沈甲、石桥涵、双沟村、赵甲村、双沟杨甲村、

董甲村、积庆村小桥头、高丁家村、庆丰大队、

许甲、唐蔡村、官厅村、官厅大队、何甲村、李甲

村、张甲村、长舍里、马场村、潘元、小潘元、后

蔡村、草鞋庄、草鞋庄东、冷巷村、江苏赛安格

科技有限公司一带）07:00-14:00；
10kV横塘 12401开关以下（12401：汤庄 5

队、刘甲村、西瓦窑湾、小韦蒋潘、积庆村委会、

花家渡、唐山庙、瓦窑湾、积庆大队、陈家松柯、

后洪陵、新城大队、前洪陵、谢庄村、高丘村、毛

家松柯、塘宅里、前蔡大队、扶城小学、西城巷、

孙家村、利明大队、石庄村、西敦村、西毛庄、蒋

家村、扶城西、小坟村一带）07:00-14:00；
10kV折农11202开关以下（11202：折柳集

镇、柳西大街、河西寺庄村、集镇卫生院、影剧

院、折柳村许家村、折柳后沟东、漕塘村杭前

村、折柳集镇河滨新村、郑店村孔家东村、折柳

菜市场、郑店村汤家寺庄村、郑店村孔家村、折

柳村南庄村一带）08:00-12:00；
10kV折工12202开关以下（12202：居庄董

家村、郑店东城村、毛家村、老林大队、郑店蒋

家村、折柳柳西大街、居庄村、后孔村、居庄村

东庄村、折柳赵家村、居庄南庄村、居庄陆巷

村、北亚田村、折柳夏家村、郑店翟家村、乌泥

沟村、后王村、郑店村、东城巷村、小于庄村、前

沟东村、折柳景家村、汤家村、前孔村、大禹庄

村、大坟村、居庄南马村、周塘村、陆家村、袁家

村、刘巷村、前王村、刘巷村、折柳越河南路一

带）08:00-14:00。
4 月 20 日 10kV 迎宾 13603 开关以下

（13603：百花新村、聂家村、紫金花园、第八中

学、丹阳市供电公司一带）07:00-14:00；
10kV东方27813开关以下（27813：农行住

宅、审计局住宅、财政局住宅、吴家、蒋家村、崦

东北一带）08:00-12:00；
10kV河北18601开关以下（18601：河北村

圩田里、河北村曹家村、管家村、河北村六、八

队、九队、河北村汽车站、河北村团结路、吕蒙

中路、生产桥、丹阳兄弟合金有限公司一带）

08:00-13:00。
4 月 21 日 10kV 港口 13101 开关以下

（13101：七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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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0-15:00；

10kV汤甲11614开关以下（11614：汉皇赵

相村、汉皇殷甲村、汉皇上吕庄、孙家庄、汉皇

大队一带）08:00-14:00；
10kV延工11111开关以下（11111：振兴西

路、集镇土管、延陵村钟甲、延陵二队、延东一

队、延东村、大庄村南、延陵中学南一带）08:
00-15:00，

4 月 22 日 10kV 轮船 13502 开关以下

（13502：中山路、大桥新村、木材住宅、大桥二

区、轮船公用变、新家园5#、云阳小区、丹阳市

交通局、丹阳市中医院、云阳大桥、丹阳市青少

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金陵饭店一带）07:
00-14:00；

10kV 里镇 16501 开关以下（16501：南庄

村、用电站 3 变、里庄村、上庄村、大河头、南

街、黄巷村、杨家村、乌庄村、荆城港南、新庄

村、野田里、发区北、野田里东、姜家巷、刘家

棚、闸口村、竹塘南、姜家湾一带）08:00-14:00；
10kV云镇12203开关以下（12203：丈山武

巷村、武巷新村、丈山戴甲岸、集镇化工厂、长

山桥东、丈山村、云林信用社、丈山 5队、6队、

珥陵集镇菜市场、丈山社区、集镇中学、丈山王

甸村、丈山东大阳、大阳村、大阳加工厂、江苏

光明工具有限公司一带）08:00-15:00；
10kV蒋工25501开关以下（25501：蒋墅新

村、窑墩村、蒋墅开发区、集镇菜场、下村、迎宾

西路 4队、江苏鑫海铜业有限公司、镇江市灯

芯绒厂一带）08:00-15:00。
4 月 23 日 10kV 延北 12211 开关以下

（12211：杨成桥、延陵集镇大庄、延星村大里

塔、北里沟、小延陵、延星村进士庄、延星村星

光南、五房庄村、上河北、下河北一带）08:
00-15:00；

10kV访东25212开关以下（25212：红光村

委、孙家后、商家村、红光村前顾、集翔村、后顾

村、独山前、西山凹、大庄、江苏超力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一带）08:00-13:00。
4 月 24 日 10kV 东河 16411 开关以下

（16411：皇蒲庄、杨巷、洋西桥、下场、大西泊、

小西泊、北野田、鸡塘头、后村里一带）08:
00-13:00；

10kV 东河 16403 开关以下（16403：大迈

庄、袁家村、陆家村、高家棚、祝家、黄埝新村、

东汤村、丹阳市中远新型墙体有限公司一带）

08:00-13:00；
10kV吕居12102开关以下（12102：西符村

包家村、魏家田、西符西、杨木桥、西符村杨东

队、朱家村、荷花池、三里墩、丹阳市协昌合金

有限公司一带）08:00-13:00。
4 月 25 日 10kV 葛家 12112 开关以下

（12112：岳墓村、塘上村、大坟上、汤家村、岳巷

村、长下村、韦家村、汤家庄、岳家村、小庄村、

副业站、黄泥墩、马庄村、盛家村、牛角尖、河湾

里一带）08:00-14:00。
4 月 26 日 10kV 荆城 17501 开关以下

（17501：郦巷、荆城村、集镇供电所、王巷苑、荆

林中学、集镇水晶城、荆林村庄上、北贤街、荆

城桥、金桥世纪城一带）08:00-14:00；
10kV 荆西 17601 开关以下（17601：路巷

村、钱家新村、健身乐园、荆城桥村、丹阳市新

钢精密冷带有限公司一带）08:00-14:00；
10kV永丰 11301开关，至 11302开关间线

路（11301至11302：万新路、司徒尹巷、潘巷村、

天元桥、钱甲村、江苏美亚链条有限公司一带）

08:00-14:00。
4 月 27 日 10kV 黄埝 11503 开关以下

（11503：联丰王家村东、联丰下店村、上店村、

蒋庄铺、陈巷村、西汤村、南窑村、西夏村、黄埝

村蔡家村、黄埝村、黄埝八队、野田村一带）08:
00-12:00。

4 月 28 日 10kV 蒋庄 11601 开关以下

（11601：薛庄大队、后孔村、路巷村、张刘东、张

刘大队、贺家庄、高头村、蒋村村新民大队、、中

仙大队、越塘东、祁谢巷、祁巷村、陶杨棚、甘露

头、越塘村、前村、小西庄、大西庄、黄埝村蒋庄

铺西一带）08:00-14:00；
10kV 后张 11501 开关以下（11501：恽家

村、王家村、庞家村、沈家村、李家村、邵家村、

后丛杨、前张村、姜家村、祁家村、后张村、东张

村、蒋司务、周市村、戴家村、于吉里、于市村、

庄家村、太平村、薛家村、沙家村、陆家村、前家

村、丛杨村一带）08:00-16:00。
4月 29日 20kV 圣昌 2G1412 开关以下

（2G1412：江苏鑫亿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丹阳市

长平机械有限公司、丹阳市开发区光明眼镜厂

一带）08:00-10:00。

停电信息

黄酒属中国传统酿造酒，
除了助兴，佐餐功能外，还具有
独特的滋补功能，自古以来备
受人们喜爱。在丹阳，金丹阳
黄酒不仅大量用来佐餐，宴请，
在一些时令节日，也用来赠送
朋友。看望病人时，送上两瓶
金丹阳黄酒，足显为病人滋补
病弱之躯，祝愿病人早日康复
之意。在我国，人们在清明扫
墓时带上一壶黄酒，既可表达
对逝去先辈的恭敬与怀念，又
能在春寒料峭的户外呷几口御

寒。金丹阳黄酒是用优质糯米
所制的黄酒，采用千年传统工
艺进行生产而酿成的酒，营养
丰富又具有保健功能，滋补力
强，是可供选择的黄酒上品。

说金丹阳黄酒是丹阳黄酒
中的经典，经典的丹阳黄酒，这
是因为：金丹阳黄酒是由丹阳
黄酒行业中的精英们来精心酿
造而成的黄酒。他们继承和发
扬了丹阳黄酒的经典，使金丹
阳黄酒的色泽更清亮，香气更
浓郁，口感更纯正！ 王志跃

周末雨止转晴 气温舒适宜人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这两天，冷空气笼罩着
丹阳，加上大风的助力，气温蹭
蹭地往下降，最高温一下子降到
了20℃以下。这个周末，休假的
太阳公公将逐渐上岗，但气温不
会一同回归，气温仍然舒适偏
凉。

昨天早晨，不少人在淅淅沥
沥的雨水声中醒来，等到洗漱完

毕上班时，雨水却悄无声息的停
止了，整个白天，我市都以阴天
为主。虽然雨水暂时告别，但冷
空气势力依旧强劲，明显能感觉
到气温的降低，一些怕冷的朋友
更是穿上了冬天的外套。

未来三天，全市气温变化不
是太大，最高气温保持在20℃以
下，而最低气温则节节走低，从
10℃出头逐渐下降到个位数，也

导致了昼夜温差的进一步拉大，
如果大家早晚出门，着装应仍以
保暖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气温不给力，但阳光十分“贴心”，
预计明天全市晴转多云，有出游
计划的市民可以安排在此日。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雨止转阴到多云，

早晨最低气温：11℃到 12℃，白

天最高气温：15℃到16℃。

15日全市晴转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9℃到10℃，白天最高气

温：18℃到19℃。

16日全市多云转阴，早晨最

低气温：8℃到 9℃，白天最高气

温：17℃到18℃。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9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头

号玩家》；剧情、动作电影《红
海行动》；纪录片《厉害了，我
的国》；剧情、喜剧电影《起跑
线》；动作、冒险电影《环太平
洋：雷霆再起》；道恩·强森、娜
奥米·哈里斯主演动作、冒险、
科幻电影《狂暴巨兽》；娜塔
莉·波特曼、詹妮弗·杰森·李
主演冒险、剧情、奇幻电影《湮
灭》；喜剧、冒险电影《超能太
阳鸭》；余男、任达华主演犯
罪、剧情电影《西北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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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朱江达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头

号玩家》；动作、冒险电影《环
太平洋：雷霆再起》；动画、冒
险、喜剧电影《冰雪女王 3：火
与冰》；剧情、喜剧电影《起跑
线》；道恩·强森、娜奥米·哈里
斯主演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狂暴巨兽》；娜塔莉·波特曼、
詹妮弗·杰森·李主演冒险、剧
情、奇幻电影《湮灭》；韩庚、杰
瑞米·埃尔卡伊姆主演爱情电
影《寻找罗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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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过后话黄酒
体彩七位数

第18055期：2 8 5 4 4 6 7

体彩大乐透
第18041期：1 23 25 31 33 +1 12

体彩排列5
第18096期：4 7 5 9 3

福彩双色球
第18041期：7 8 20 23 24 32 +13

福彩15选5
第１8096期：1 2 3 5 6

福彩3D
第１8096期：2 4 3

新华社电 源于某广告联
盟系统发布的“带毒”页面，腾
讯御见威胁情报中心 12日监
测发现，50款常用软件在用户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植入木马
程序，其中不乏用户量在千万
级别的知名软件。

腾讯安全专家介绍，此次
挂马下载的木马有多个不同
版本，危害行为包括推广安装
软件，操纵用户电脑资源挖取
门罗币牟利，以及利用用户电
脑下载另一个远程控制木马，
对中毒电脑进行长期监控等。

当用户打开染毒软件时，
软件内嵌的新闻广告页会下
载一个名为“2018最火美女直
播秀”的广告，由于该广告页
已被植入病毒，最终用户会访
问到利用 CVE-2016-0189 漏
洞进行攻击的网页。此时如
果该用户的电脑存在安全漏
洞，就会自动下载功能强大的
木马并运行。

如果用户不幸中毒，当其
在使用电商软件或者支付类
型的软件进行交易时，该木马
会劫持交易，将用户资金转入
特定账户，给用户造成严重的
经济损失。

腾讯安全专家建议用户
尽快修补 CVE-2016-0189 漏
洞，可使用WindowsUpdate，同
时电脑安全软件处于开启状
态，可拦截此次挂马攻击。

监测发现：

50款常用软件
被网页挂马袭击

移动支付提防移动支付提防““二维码陷阱二维码陷阱””
新华社电 移动支付普及

给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了便利，
但市民使用二维码“扫一扫”支
付时，要警惕陷阱。近期，深圳
福田警方抓获一名偷换商家付
款二维码截取货款的嫌疑人，
涉案金额约 6000元。

据嫌疑人郑某交代，他注
意到，许多商铺为收款方便，将
收款二维码贴在店铺外墙上。
郑某将自己网络支付平台的收
款二维码打印出来，从今年4月
1日开始，趁人少时，在多个电
子市场商铺的二维码上覆盖粘
贴上自己的二维码，从而将商
家入账截流。至案发时，获利
约6000元。

警方表示，由于制码技术
几乎零门槛，不法分子移花接

木偷换二维码，甚至暗藏木马
病毒、植入扣费软件等新型犯
罪时有发生。警方提醒市民高
度警惕，未经核实不能“见码就
扫”。

市民扫码付款时，要核对
商家收款二维码是否真实有
效，有无人为覆盖、更换的痕
迹，同时核对支付金额、收款人

用户名等信息。
商家应把自己的收款二维

码作特殊标记并且塑封，以防
被覆盖偷换。二维码应张贴悬
挂在自己可视范围内，定时检
查是否被覆盖、更换、损坏。在
消费者付款前后，商家应核对
相关信息，发现账户异常要及
时报警。

明日停水
一、因管道碰接，4月15日21:

00至次日凌晨 6:00，延陵镇以北
（含柳茹大队、宝林大队、赵巷大
队、振兴路北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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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管道碰接，4月16日21:
00至次日凌晨 6:00，延陵镇以南
（含延陵大队、延星大队、云林大施
大队等）、丹延路沿线、延陵集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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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编辑：陈晓玲 组版：孔美霞 校对：孙安琪 03民生·身边事

记者昨天吾悦探访“老北京美食文化庙会”——

卫生状况堪忧，还有商家玩“套路”

本报讯 （记者 马骏 陈晓
玲）昨天，“丹阳首届老北京美食
文化庙会”在我市吾悦广场第吾
大道开幕了，这一主办方号称历
时三个月精心准备的“城市庙会”
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注。然而，
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现场的实
际情况与主办方宣传的“五星品
质、五星服务、环保主义”相去甚
远，“老北京”元素难寻，卫生状况
堪忧，甚至还有一些摊位玩“套
路”，这也让一些市民忍不住在微
信朋友圈“吐槽”。

“老北京”元素难寻，与
宣传大相径庭

“不出家门，就能吃到各种老
北京特色美食，老北京驴打滚、老
北京麦芽糖、老北京冰糖葫芦
……”在丹阳聚微乐微信公众号
上，记者看到主办方关于这次美
食文化庙会的一些宣传。然而，
在现场，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

景象，有四川丑橘、内蒙烤肉串、
海南椰子汁、长沙臭豆腐等，唯独

“老北京”元素难觅踪迹。走了一
圈，记者才找到一家“老北京炒爆
肚”。一位市民表示，自己在这个
庙会上逛了一圈，发现还有一些

“打气枪”、“套圈”及卖钢丝球等
老花样，自己最初就是奔着“老北
京”元素来的，没想到发现和不久
前在老家乡镇举办的庙会并没有
什么不同，实在有些失望。

食品完全无遮盖，未戴
口罩和手套

记者注意到，这些摊位的食
品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在一家
卖酱料的摊位前，三个大碗装着
满满的酱料摆放在桌子上，完全
没有任何的遮盖。而这种情况不
仅仅是一家，在现场，大部分摊位
上的食物都是如此。而在一家

“松枝记冰淇淋”的摊位前，由于
没有看到摊主，记者便俯身往摊

位里面看了一下，发现摊主正蹲
着切哈密瓜，装哈密瓜的盘子直
接放在地上。当看到记者的时
候，摊主好像吓了一跳，马上端起
盘子放在桌上。

记者还发现，大部分摊主在
制作食物时都没有戴口罩及一次
性手套等，一些放食物的塑料容
器则直接放在地上。在一家制作

“旋风土豆”的摊位前，记者看到，
除了摊位上摆放着制作好的土
豆，摊位帘子后面有一箱已经削
了皮串起来的土豆和一袋还未进
行清洗的土豆，都直接放在地上，
没有进行任何遮盖，旁边还堆放
着一些杂物。当天风有些大，空
中还飘着些许柳絮，这样的环境
下，这些食品难免不会被“污染”。

个别摊位玩“套路”，引
来市民质疑声

在庙会上，一个挂满毛绒玩
具的摊位引起市民关注，因为这

个商家不是在卖而是“送”。记者
询问摊主后得知，只需要在一张
格子纸上填写数字，从“1”写到

“600”，不限时间，没有写错就可
以在摊位上随意挑选一个毛绒玩
具。现场，两位女孩对此产生了
兴趣想试一试。没想到，这时摊
主却拿出了一张写着“游戏规则”
的纸来，原来“挑战”成功可免费
获得毛绒玩具一个，失败却要缴
20元，而且其中有一条要求必须
按顺序完成，如“13”不能先写“3”
再补“1”。两个女孩随即犹豫起
来，毕竟“写错”的话，不仅拿不到
玩具，还得付钱。现场一些市民
提出了质疑，“你怎么知道我是先
写‘3’还是‘1’，谁说得清？‘最终
解释权’还是在商家吧。”

无独有偶，“光天化日之下骗
老百姓，难道没人来管管吗？”市
民姚女士昨天中午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引起不少人
关注。姚女士表示，在美食摊位
旁有一个舞台，上面一位“猪八
戒”打扮的人称他们的活动送平
板电脑。不少和姚女士一样“热
血沸腾”的市民都围到了舞台下，
等着“天降大礼”。没想到，这一
等就是一个半小时，“题外话”说
完后，舞台上的人表示，送平板电
脑是有“条件”的，得花 1600元购
买一张“学习卡”，这让大家一下
傻眼了。姚女士说，她在现场还
注意到有“托儿”，“刚开始发一些
小礼物的时候，都被这些人抢走
了，后来要交钱办卡了，又是这些
人，二话没说就去刷 POS 机，大
家都在议论，这也太假了。”

庙会监管存空白，食品
安全难保障

对于这样的“庙会”，不少市
民都很疑惑，如何保证摊位食品
的卫生状况？摊位有食品经营许
可证吗？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与相
关部门取得了联系，但所了解到
的情况却并不乐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场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要有固定的经
营场所，摊位应属于城管部门管
理，同时，食品科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庙会摊位只需向有关部门进
行摊位备案即可，至于其他规定
并不是很清楚，“如果市民因吃了
庙会上的食物引发不适，可向我
们投诉，我们会对此摊位进行检
查。”

记者随后又与开发区城管局
取得了联系，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只负责摊位场地的审批和环境
卫生，“晚上结束后我们会有环卫
工人对现场进行清理，至于其他
的不在我们管理范围内。”

记者感言：
庙会是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随着时代变化亦增添了不少新内
容，但不能忽视的是，现在一些庙
会上的商户良莠不齐，有的还会
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我
国一些地方对庙会加强了监管，
主办者和食品经营者的资质必须
核实清楚，进庙会的食品商户必
须有经营摊位证，悬挂在摊位前，
还要规范食品的标识，明码标价，
庙会上售卖的肉制品全部纳入抽
检范围，每个摊位至少抽取一个
样本。食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
卫生，关乎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需要相关部门能履行职
责，监管到位。

记者 陈晓玲 摄

本报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李晨

因智力缺陷多次求职被拒，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
下，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踏实工作才是最好的回报”
王菲今年 30 岁，虽然早就

从学校毕业，但因为智力方面有
缺陷，一直以来都没能找到工
作。直到去年，在阜阳社区居委
会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人生的第
一份工作。对他来说，这个机会
来之不易，他也在用实际行动证
明着，自己是有多么地珍惜和热
爱这份工作。一年来，他的踏实
和勤奋得到了师傅、工友以及领
导的充分肯定，在他看来，这也
是自己对居委会当初给予热心
帮助的最好回报。

王菲的母亲沙巧云告诉记
者，王菲小时候曾被发现患有多
动症，虽然经过治疗后，多动症
得以治愈，但不想却在智力方面
留下了后遗症。之后，沙巧云带
着王菲四处奔波求医，但都失望
而归。直到王菲 20 岁那年，沙
巧云才不得不接受了现实。经
过鉴定，王菲最终被定为智力 4
级残疾。

“在我看来，其实王菲的身
体还是非常健康的，只是在与人
的交流上存在一些障碍，但这也
仅仅只是我的看法，在找工作
时，他依然还是被大部分用工单
位拒之门外。”沙巧云说道，这些
年，她除了工作时间，其余的时
间几乎都在忙着给王菲找工作，
人力资源市场、各种招聘会，已
经数不清去了多少次。沙巧云

告诉记者，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
不是很好，所以她原本的考虑是
等自己退休后，再继续找份工
作。然而，王菲的工作始终是她
心中放不下的头等大事，所以她
退休后便没有再找工作，而是一
心一意地带着王菲四处求职。

沙巧云明白，每一次求职的
失败都会让王菲更失望一分。
为了让王菲能够暂时地抛开心
里的这些负面情绪，沙巧云每天
都会交代王菲做许多事，比如时
不时就让他出门买点东西，或者
帮她分担家务事，尽量让他忙碌
起来。“儿子确实很能干，我也一
直坚信，只要用工单位给他一个
工作的机会，他一定能做得很
好。”沙巧云说道。

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去
年 4月份，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给她带来了好消息，他们一直
都在帮王菲留意找工作的事，而
此时云阳街道人社中心正在举
办“精诚扶贫 平等就业”招聘
会，工作人员便立即带着沙巧云
母子赶到了现场。“居委会的小
伙子确实非常热心，他带着我们
挨个询问，每到一家用工单位都
会不厌其烦地介绍着王菲的情
况，尽心尽力地帮助王菲争取就
业机会。”沙巧云说，之后经过一
个星期的焦灼等待，终于有一家
纺织厂打来了电话，通知王菲已

被正式录用。
“接完电话后，全家人都高

兴地哭了，那时候的感觉就像是
一直笼罩在全家头顶的雾霾终
于散开，未来的日子也终于有了
盼头。”沙巧云说，现在的王菲是
积极的，乐观的。每天早晨六点
半，他会准时从家里出发，到附
近的公交站点乘坐公交车，虽然
中途需要转一次车，但方便的
是，可直接抵达纺织厂旁。下班
后，他再用同样的方式返回家
中，每天的生活都过得特别充
实。沙巧云告诉记者，现在王菲
做的是拉棉花的工作，目前的月
薪是 2000 元左右，另外用工单
位还给他缴纳了医疗保险、养老
保险等，如此他的将来也能多一
份保障。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近
期也专程到纺织厂了解了王菲
的工作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经过一年的磨练，王菲现在
已经得心应手，厂里无论是王菲
的师傅，还是工友，以及领导，都
对他赞不绝口，夸他为人实诚、
做事勤恳。“王菲能够顺利适应
工作，我们也就放心了。”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说道。对此，沙巧云
一家也特别感谢居委会的热心
帮助，她说，只有王菲踏踏实实
地干好工作，才是对居委会工作
人员热心帮助的最好回报。

小孩落水，
他毫不犹豫纵身跳下！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丁斌）12日下午 4时 20分左
右，在正则小学附近，一位小学
生不慎跌落校门口的护城河
中，90后小伙步磊刚好路过，他
来不及多想纵身跳入河中将落
水学生救起，妥善安置后安全
交到家长手中，路过的市民纷
纷为他点赞。

当天下午，记者就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了一些关于他跳河
救人的动态。“他看到有小孩落
水后丝毫没有犹豫，衣服都没
来得及脱，小伙真是不错！”“满
满的正能量，听说救人小伙是
90后，为他点赞。”“一个举动彰
显大大的爱心，值得我们学习
……”微友们纷纷议论。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
步磊。“当时正是小学放学时
间，我从正则小学旁路过，听到
有人在大声呼喊，河边还有很
多人围观，我快步走过去看到
河里有一个学生，书包也飘在
水面上，随即我就跳下去了。”
步磊告诉记者，因为当天气温
较低，护城河的水也很冷，跳下
去后他还打了个寒颤，但为了
救小孩，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时孩子已经吓蒙了，幸好我
救他的时候他很配合，很快就
把他拉上岸了。”

小孩从河里被救上来后冻
得直哆嗦，于是步磊赶紧把孩
子带到他的工作单位——七彩

第二课堂。“我发现孩子的电话
手表还能用，就给他的家人打
了电话。”步磊随后又从同事处
找来了骑电瓶车用的挡风外
套，给孩子裹上，这时，孩子的
奶奶也急切地赶来了，拉着步
磊的手不住地表达谢意。

单位同事得知这件事后，
都纷纷表示赞许。步磊的同事
赵庆华告诉记者，步磊今年 25
岁，去年到七彩第二课堂就职，
性格阳光，平时就很乐于助
人。“孩子被他奶奶接走后，步
磊就用冷水冲了一下，换了一
身衣服，然后就继续工作了。”
赵庆华告诉记者，步磊把孩子
救上岸后才发现，手机被水浸
泡后已经黑屏无法使用。

“我作为一名教育培训工
作者，见到小孩落水，第一反应
就是跳下去救他，其他也没怎
么多想。晚上回家，我用吹风
机把手机烘干了，虽然有一些
影响，但发现还能用。”步磊笑
着说，救上孩子后，他的心中感
觉很踏实，“以后遇到这种危急
情况，我还会第一时间冲上
去。”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图为从“1”写到“600”就能免费拿毛绒玩具的“游戏规则”

“送”平板电脑的活动现场

摊位上的酱料完全无遮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