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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束国锋）“大学校园真大，
图书馆好壮观，我以后一定要
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报答那
些帮助过我的人……”15 日，
小婷（化名）和其他 17位困境
儿童在如意慈善困境儿童帮扶
分队爱心人士和江苏科技大学
向阳义工队的组织下，游玩了
江苏科技大学，感受了大学氛
围，在心中种下一颗梦想的

“种子”。
“二年级的时候，奶奶就

经常跟我说，要好好学习，将
来考一个好大学，从那个时
候，我心中就有了一个要考上
大学的梦想。”小婷告诉记者，
她今年上五年级，一直想要去
大学看看，但都没有机会。如
意慈善困境儿童帮扶分队的爱
心人士得知小婷的心愿后，又

询问了其他困境儿童，没想到
很多孩子都有这个心愿。于
是，帮扶分队联系上江苏科技
大学的向阳义工队，经过协
商，决定带孩子们到大学里看
看，满足他们的心愿。“因为都
是小孩，所以前期准备工作较
多，在保证孩子们玩得开心的
同时，更要保证孩子们的安
全。”帮扶分队队长王国生告诉
记者，他之前就这次活动的细
节思考了很长时间，并且和帮
扶分队的爱心人士一起商讨，
尽量完善，“队员们都很给力，
活动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想到
了。”

据了解，这些儿童来自我
市多个乡镇，有的家境贫穷，
有的缺乏父母关爱，很少出去
游玩，但孩子们心中都有着美
好的憧憬。上大学，对很多困

境儿童来说，成绩或许没问
题，但却存在经济及其他方面
的困难。“对于困境儿童来
说，经济上的帮扶只是其中一
部分，更多的应从心理以及行
为习惯、树立自信等方面进行
帮助。很多孩子是单亲或是孤
儿，他们面临很多的现实问
题，带着他们去大学里看看，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能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学
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
作，改变家庭生活环境。”爱
心人士沈建云说。

“以前我家里也很穷，后
来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才
顺利进入大学学习，现在看到
这些孩子，就像看到了以前的
自己，所以我很乐意帮助他
们，让他们提前了解大学，憧
憬大学生活。”江苏科技大学
向阳义工队其中一名队员说。
上午游玩后，江苏科技大学还
安排孩子及爱心人士在学校食
堂吃了午餐。下午，爱心人士

带着孩子们去“开心乐之岛”
游乐园玩耍。

王国生告诉记者，现在越
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开始关注困
境儿童，此次活动就是由爱心
企业“丹阳天禄眼镜电商有限
公司”全程赞助。“这些孩子都
很可爱、聪明，值得社会关
注，我们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会
持续关注这些孩子们，陪伴他
们健康快乐成长，也希望能有
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这个行
列。”王国生说。

如意慈善困境儿童帮扶分队联手江苏科技大学向阳义工队精心组织

困境儿童游玩大学校园播下梦想的种子

孩子们在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参观手工制作。记者 李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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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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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曾磊）近日，我市“中福在
线”云阳路销售厅再次传来好消
息，彩友吴先生（化名）在1号终
端机“连环夺宝”游戏第二关中，
以 20个祖母绿轻松夺得全国累
积奖池 25 万元，这已是该销售
厅今年第三次中出全国奖池。

据了解，4 月 12 日中午过
后，彩友吴先生来到“中福在线”
云阳路销售厅，选择了“连环夺
宝”游戏，采用了常用的全选 5
注、每注 80 分的方式进行投
注。三小时后，吴先生玩到游戏
第二关，只见 20 颗祖母绿瞬间
降落在屏幕上，他一边清点宝石

个数一边兴奋地大声喊着“25
万！25万！”旁边的彩友见状则
大声喊道：“你中奖池了！”一句
话立刻引来了众人羡慕的目光，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中奖
的喜悦心情！

说起这次中奖，吴先生用
“幸运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这
句话来形容。原来，吴先生平常
都是晚上去玩“中福在线”，而那
天下午比较空闲，突然想起了

“中福在线”，于是就赶到云阳路
销售厅，玩起了“连环夺宝”。本
着奉献爱心的宗旨，他从不计较
得失，没想到不经意间竟赢得了
25万元的全国累积奖池。

我市中福在线再爆25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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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中福在线地址：

新民东路60号
（法莱尔西侧）

时尚莱迪（原商业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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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佛争一炷香，人争
一口气”，可对镇江的老王来
说，最近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妻
子每天跟他吼：“买买买，买彩
票你中个啥啦？”妻子埋怨自
己，心态平和的老王便说：“我
就这么一个爱好,购买彩票既是
做公益，也是给自己一个希望，
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斗嘴经
常发生在老王夫妻之间。

老王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除了购买彩票，没什么其他爱
好。他没事时就喜欢去彩票投注

站看看走势图，然后进行投注，
有灵感的时候，老王就会加倍投
注。

在2018081期3D开奖前，老
王购买了一张“758”的彩票，
并进行 28 倍投注，当工作人员
把票递给他时，他又出了一张一
样的号码进行 36 倍投注。没有
想到，这期老王获得了单选奖，
最终收获奖金 66560元。在领奖
时，老王风趣地说：“只为和老
婆赌口气，结果中大奖，回家看
老婆还敢拦我买彩票！”

镇江 “中奖了，看老婆还敢拦我玩彩票！”

4 月 12 日 ，双 色 球 第
2018041 期全国销售 3.4 亿元，
中出一等奖 4 注，单注奖金为
996万元，分别被江苏、河北、浙
江等地幸运彩民中得。

江苏的 1 注一等奖出自苏
州，这位幸运彩民于 4 月 12 日
13 点 35 分，在苏州市平江区皮
市街105-1号，编号为32050214
的福彩投注站，机选了一张5注
10元的单式票，其中第2注号码

跟当期的开奖号码完全一致，喜
中一等奖，奖金 996 万元。这是
江苏彩民今年摘得的双色球第
22注一等奖。

当期除中出 4注 996万元的
一等奖之外，还中出了二等奖
64 注，每注奖金 38.75 万元，江
苏占有3注。

苏州 机选10元中996万

4 月 13 日 10 时 35 分许，苏
州市吴中区广建路中福在线大
厅传来特大喜讯：位于 18 号机
的一位幸运彩民一举拿下全国
累积奖25万元！

这位幸运彩民是广建路中
福在线销售厅的忠实玩家，有
空余时间都会到中福在线销售
厅休闲娱乐一番。13日上午，他
同往常一样来到中福在线，通
过多番闯关，在“连环夺宝”游
戏第三关时拍出了 24 颗红宝
石，屏幕上显示“恭喜中得累积
奖250000元”，整个销售厅瞬间
沸腾起来，洋溢着中奖的喜庆
气氛。大厅的工作人员和彩民
纷纷向中奖彩民表示祝贺。

此次爆机是今年吴中中福
在线的第3次爆机，给吴中区彩
民增加了不少信心。

4 月 10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8040 期开奖，开出红球 01、
03、08、13、18、23，蓝球 16，当期
开出一等奖共 11 注，每注奖金
662万元，溧阳市一位幸运彩民
陈先生（化名）喜中1注一等奖。

据悉，陈先生是个老彩民，
平时有事没事就喜欢吃了晚饭
到彩站打几注双色球，每次投入
都不多，中了就开心一下，不中
也保持很好的心态，权当贡献国
家福利事业。

据中奖站点 32040722 站点
销售员介绍，4月 10日下午，陈
先生正好有事出门，未来得及到
站点打几注彩票，便电话联系了

她，告知她打一张 6元 3注的单
式票。没想到大奖喜从天降，当
晚开奖直播后，销售员惊喜地发
现还在自己手上的那张 6 元双
色球彩票，其中一注与开奖号码
一模一样，中了一等奖。于是，她
赶忙电话告知陈先生，并通知他
来取票。陈先生非常激动，感谢
站点销售人员负责任的同时，表
示今后还将继续为福彩事业做
贡献。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幸
运女神总会降临。

常州 溧阳彩民6元揽662万

4 月 11 日，福彩 3D 游戏第
2018094期开奖，无锡锡山彩民
幸运击中“136”45 注单选和 5
注组选，收获 3D 奖金 47665
元，大奖出自锡山区东亭桑达园
32020735号福彩投注站。

3D 获奖者沈先生是位技术
型彩民。从研究推号到投注方
式，沈先生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
选号购彩方法，这也是此次能收
获万元奖金的关键所在。

据悉，购彩当天沈先生通过
研究走势发现“和值10”在3月
11 日开出后一直未开出，而且

当时正巧开出了“613”，沈先生
考虑会不会在4月11日再次开出
和值 10，于是就习惯性地购买
了 45注“136”直选，为保险起
见，决定再追加一张 5 倍组选，
当期开奖没想到真的中奖了。沈
先生连说，相信感觉真的没错！
激动又兴奋的沈先生在兑奖现场
与大家分享了他的购彩经验，并
希望其他彩民朋友也能像自己一
样抓住机遇，多中大奖！

无锡 技术型彩民收获4.7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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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双色球苏州
24颗红宝石=25万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昨
日上午，一名群众来到丹徒丁岗
派出所大厅，给丁岗派出所民警
送上了一面写着“尽职尽责，为
民服务”八个大字的鲜艳锦旗，
感谢丹徒和我市警方帮其找到
了走失三天的父亲。

原来，4月 11日上午 10时
29分，丹徒丁岗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家中有一名老人走
失。据家人透露，老人今年已
65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生
活不能完全自理。三天前，老
人与女儿在平昌新城邻里中心
逛超市时走失，身上带了一部
老年手机。发现老人走失后，
家人立即展开寻找，但一直没
有找到，十分着急。

4月 11日凌晨 3时左右，老

人的女儿接到老人用手机打来
的电话，在电话里仅说了两句：

“我冷，我冷。”随即，电话就挂断
了。再回拨过去，电话却无人接
听。老人的儿女心急如焚，于是
当日一大早，家人便赶忙来到丁
岗派出所报警寻求帮助。该所
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研判并开
展走访。最终，在我市警方的帮
助下，民警在离走失地 20 公里
外的曲阿街道荆林附近找到了
已在外流浪了三天的老人。

在此，警方提醒家中有上年
纪的老人，出门时务必随时看好
老人，最好让老人随身携手机或
者子女的联系方式。一旦老人
迷失道路，能及时联系到家人。
同时，家中有老人走失时，家人
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患病老人走失三天
两地民警热心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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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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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头号玩家》；纪录片《厉害
了，我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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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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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春芳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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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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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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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
站显示，近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商务部、人民银
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
外发布提示。

提示显示，近期，一些第
三方平台打着“创业”“创新”
的旗号，以“购物返本”“消费
等于赚钱”“你消费我还钱”为
噱头，承诺高额甚至全额返还
消费款、加盟费等，以此吸引
消费者、商家投入资金。此类

“消费返利”不同于正常商家
返利促销活动，存在较大风险
隐患。

具体如下：
一、高额返利难以实现。

返利资金主要来源于商品溢
价收入、会员和加盟商缴纳的
费用，多数平台不存在与其承
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实体经
济和收益，资金运转和高额返
利难以长期维系。

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
一些平台通过线上、线下途
径，以“预付消费”“充值”等方
式吸收公众和商家资金，大量
资金由平台控制，存在转移资
金、卷款跑路的风险。

三、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
险。一些平台虚构盈利前景、

承诺高额回报，授意或默许会
员、加盟商虚构商品交易，直
接向平台缴纳一定比例费用，
谋取高额返利，平台则通过此
方式达到快速吸收公众资金
的目的。部分平台还采用传
销的手法，以所谓“动态收益”
为诱饵，要求加入者缴纳入门
费并“拉人头”发展人员加入，
靠发展下线获取提成。平台
及参与人员的上述行为具有
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行为的
特征。

此类平台运作模式违背
价值规律，一旦资金链断裂，
参与者将面临严重损失。按
照有关规定，参与非法集资不
受法律保护，风险自担，责任
自负；参与传销属违法行为，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对此，六部委请广大公众
和商家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
范意识和识别能力，防止利益
受损。同时，对掌握的违法犯
罪线索，可积极向有关部门反
映。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昨天，明媚的阳光算是
本周天气的提前预报。未来三
天，全市都是晴好天气，气温也
节节攀升，预计 19 日最高温可
达28℃。

经历了上周六的阴雨后，
我们终于在上周日迎来了阳光
的回归，昨天，天气依旧晴

朗，这样的天气令人心情大
好。不过，虽然太阳公公已经
上岗，但气温回升的步伐却有
些缓慢。昨天早晚，能明显感
觉到一阵清冷，和午后的气温
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昼夜
温差，很容易导致感冒，大家
需要格外注意。

今天，全市是多云天气，最

高气温回升到 20℃左右，但最
低气温只有个位数，早晚出门的
话记得穿一件厚外套保暖。总
体来看，近期我市气温呈上升趋
势，大家大可放心。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8℃到 9℃，白天最高气温：

20℃到21℃。

18 日全市多云到晴，早晨

最低气温：10℃到 11℃，白天最

高气温：24℃到25℃。

19 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12℃到 13℃，白天最

高气温：27℃到28℃。

气温节节走高 昼夜温差大

停水通知

一、因管道碰接，4 月 18 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华都锦城
北区用户停水，请该片区用户做
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二、因管道碰接，4 月 18 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司徒钱东
路两侧区域用户停水，请该片区
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新华社电“点点鼠标，日
赚数百”“随手转发，月薪过
万”……在“金三银四”的求职
高峰期，网络招聘诈骗也进入
高发季。深圳市公安局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网络平
台已成为求职应聘的重要途
径，但其在给求职者和招工企
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成为一
些不法分子编织陷阱的“理
想”场所。

据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
骗咨询专线统计，2017年全市
共接网络诈骗类警情近 3 万

宗，其中涉招聘诈骗警情5000
余宗。网络招聘诈骗包含的
类型主要有招打字员、刷单、
点赞、推广、做家教、加工、代
理等。其中刷信誉案发最多，
有500余宗。

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负责人王征途表示，求职
者通常是加微信、QQ来接受
兼职任务，招聘者也是通过社
交软件来给报酬，双方不签订
劳动合同，没有任何保障。一
旦对方将应聘者拉黑，应聘者
就会遭受损失。

王征途提醒，求职者不要
因找工作心切而掉入不法分
子的圈套中。在求职过程中，
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如
果用人单位要求出示毕业证、
学位证、身份证，请务必标注

“仅用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公司
求职”，以防被不法分子用作
贷款等别的用途。

另外，求职者如果遇到招
工诈骗，要记得保存相应的证
据，并提交给相关的职能部
门，配合相关部门对招工诈骗
的团伙进行打击。

警方提醒：

求职者在网络应聘需谨慎

六部委提醒：

“消费返利”存较大风险隐患

春天是旅游度假的黄金时期，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作出10项
提示，助您健康踏青。

旅游前关注目的地疫情。外
出游玩时要密切关注旅游目的地
的传染病疫情，并做好相应疾病的
个人防护。一旦感染了流感等传
染性疾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登山要量力而行。平日缺乏
锻炼的人，不宜运动过量，以免出
现运动损伤。患有心脏病、高血
压、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肾
炎、肺结核、发热、急性感染以及结
石活动期的病人，尽量避免登山。

特殊人群避免去拥挤场所。

老人和儿童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
气污浊的场所。外出旅途中在飞
机、火车等交通工具等候区，尽量
在空气流通的空间等候。

做好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尽
量避免在昆虫主要栖息地如草地、
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如需
进入此类地区，应当注意做好个人
防护，穿长袖衣服；扎紧裤腿或把
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里。

注意饮食卫生、饮水卫生，不

喝生水。应到有卫生许可证的正
规餐馆就餐。野外就餐最好携带
有密封包装的食品，打开包装后的
食品应尽快吃完，不食用腐败变质
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饮品。不
采摘、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

远离野生禽畜及死禽。旅途
中尽量避免进入野禽栖息地，避免
接触野生禽畜及死禽畜，到农家乐
游玩，应远离屠宰现场。

不招惹陌生犬类。不招惹陌
生宠物、流浪犬等，一旦被咬伤，及
时到狂犬疫苗接种门诊注射狂犬
病疫苗。

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个人
生活起居习惯，春季早晚温差较
大，应注意随时增减衣物。

预防花粉过敏。有过敏史的
人尽可能少到户外活动，特别是在
有风的天气，更不宜长时间在户外
停留；尽量少去花草树木茂盛的地
方，更不要随便去闻花草；外出时
要配戴口罩进行防护。

空气污染时加强防护。外出
时请关注天气预报，空气污染时，
要减少外出，外出要戴防护口罩。

踏青去！
给您10条安全指南

体彩七位数
第18056期：3 3 2 8 7 4 2

体彩大乐透
第18043期：3 6 13 28 33+4 11

体彩排列5
第18099期：3 3 2 8 5

福彩双色球
第18042期：6 10 21 28 29 31+12

福彩15选5
第１8099期：3 5 6 9 13

福彩3D
第１8099期：9 1 9

“金星合月”18日上演 “小月亮”约会“弯弯月”
新华社天津 4 月 16 日电

天文专家介绍，4月 18日天宇
将上演“金星合月”美丽天象，
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公众可
一睹有着“维纳斯”之称的金
星与一弯娥眉月相依相伴的
迷人场景。

天文专家表示，通常情况
下我们所说的“合月”是广义
上的，即月亮正好运行到一颗
亮星附近几度时，就可以说这
颗星合月，或月合这颗星。

在众多行星合月中，以
“金星合月”和“木星合月”最
具观赏性，备受追星族的喜

爱，因为金星和木星分别是天
空的第一和第二亮星，即使在
皎洁的月亮旁边也能与之争
辉。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18
日为农历三月初三，当天傍晚
时分，在深蓝色的天幕下，人
们会看到娥眉月如同一艘银
色小船，灿若宝石的金星在月
亮的右下方紧紧跟随着它。
星月交辉，形影相随，为暮春
的天宇增添精彩。

想要一睹这幕浪漫天象
的公众要抓紧时间观赏，因为

在日落后的一个半小时之内，
它们就会双双落到地平线以
下。同时，这也是进行夜间摄
影的好时机，摄影爱好者不妨
走到户外一试身手。

赵之珩说，金星属内行
星，有盈亏现象，有条件的公
众用小型望远镜观察它，会发
现金星呈半月形态，像一颗小
月亮一样。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长
庚星”姿态现身的金星在太阳
下山后位于西北方低空，亮
度－3.9等，肉眼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