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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小罗伯特·唐尼、克里

斯·埃文斯主演动作、冒险、
奇幻、科幻电影《复仇者联
盟 3：无限战争》；佟丽娅、
雷佳音主演喜剧、爱情、奇
幻电影《超时空同居》；艾米
丽·布朗特、约翰·卡拉辛斯
基主演剧情、恐怖、惊悚电
影《寂静之地》；井柏然、周
冬雨主演爱情电影《后来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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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小罗伯特·唐尼、克里

斯·埃文斯主演动作、冒
险、奇幻、科幻电影《复仇
者联盟3：无限战争》；佟丽
娅、雷佳音主演喜剧、爱
情、奇幻电影《超时空同
居》；艾米丽·布朗特、约
翰·卡拉辛斯基主演剧情、
恐怖、惊悚电影《寂静之
地》；井柏然、周冬雨主演
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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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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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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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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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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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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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管网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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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3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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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5月22日 10kV 横立 12402
开关以下（12402：东马场前眭
甲、珥陵六站、新胡北、丹阳市江
南面粉厂一带）07:00-16:00；

10kV 留雁 12201 开关以下
（11201：煦庄开发区、邵庄、早巷
村新塘、陆家、留士村李家、刘
家、留士村田里、倪家、精达机械
配件厂一带）07:00-16:00；

10kV 北洋 12501 开关以下
（12501 开关以下：行宫村、东皇
村、陈甲山、西贺村、史家圩、宝
官殿、姚圩村、许甲、小吕庄、马
甲、范甲、胡巷、殷甲、王甲、杭
甲、汤巷一带）07:00-13:00。

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5月21
日 10 时 15 分将迎来“小满”节
气。逢此时节，夜莺轻啼，雨打
芭蕉，梅黄杏肥。保健专家提
示说，小满后，天气日渐炎热，
公众要注意防暑养生。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小满是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八个节气。

正值小麦“灌浆”时期，麦粒看起
来好像饱满了，其实还只灌了个

“半饱”，并未成熟，故称“小满”。
我国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

观察，将“小满”分为三候：“一
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
秋至。”意思是说小满节气中，
苦菜花呈现出秀丽景色；喜阴
的一些草类开始枯死；麦子快

要到收获的季节。
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时

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进入
夏季，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降
水进一步增多，自然界的植物
都比较丰满和茂盛。小满时
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日均气温
在 22摄氏度以上，进入了气象
意义上的夏季。由于气温升高

很快，人体难以适应，要特别注
意养生调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
说，多饮白开水，多吃含水及钾
高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少食海
鱼、生姜、芥末等生湿燥热之
物，同时注意加强对心脏的调
养，避免伤心、伤身、伤神。

孩子吃零食好吗？
《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
2018》提供零食消费指导

今日“小满”：注意防暑养生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名为“取代”的行动指导方案，

计划在 2023年之前彻底清除

全球食品供应链中使用的人

造反式脂肪。为何要对人造

反式脂肪大动干戈？记者采

访了营养学专家。

反式脂肪易诱发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

反式脂肪又名反式脂肪

酸，在牛羊肉、牛奶及其制品

中存在少量的天然反式脂

肪。而人造反式脂肪的主要

来源是部分氢化处理的植物

油。这种油具有耐高温、不易

变质、存放久等优点，在炸鸡、

薯条、爆米花、饼干、蛋糕等食

品中使用比较普遍。

反式脂肪有明显的优

点，但缺点更突出。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副研究员徐维盛介绍，大

量实验和观察性证据表明，

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包括

诱发心血管疾病、Ⅱ型糖尿

病、影响婴儿发育等。世卫

组织估计，反式脂肪的摄入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超过

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近

年来有一些医学研究发现，

反式脂肪对精神健康也有影

响，常吃含有反式脂肪食物

的人更具攻击性。

我国居民摄入量总体
低于西方国家

我国居民的反式脂肪摄入

量如何？中国营养学会副秘书

长王竹说：“中国居民不以面

包、黄油为主食，饮食结构和欧

美等国居民有很大差别，反式

脂肪的摄入量总体低于西方国

家。”据统计，我国居民通过膳

食摄入的反式脂肪酸所提供的

能量仅占膳食总能量的0.16%，
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
限值，但有0.4%的居民摄入量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

反式脂肪酸有别名，消
费时多留意

如何避免过量摄入反式脂

肪？徐维盛介绍，天然反式脂

肪酸主要来自于反刍动物，如

牛、羊的脂肪组织和相关乳制

品中，但不用因此而不吃牛羊

制品，不喝牛羊奶。因为天然

反式脂肪的含量非常低，普通

饮食条件下，不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过程

中需要警惕人造反式脂肪。反

式脂肪酸有一系列“别名”，如

氢化植物油、氢化油、人造奶

油、人造脂肪、起酥油、植脂末、

奶精等。进口食品配方中如有

“Shortening”字样，也是反式脂

肪酸的象征。

徐维盛建议，消费者尽量

减少使用焙烤和油炸食品，如

油饼、油条、炸鸡、炸土豆条、奶

油蛋糕、蛋黄派、泡芙、薄脆饼

干、油酥饼、方便面、巧克力、沙

拉酱、炸鲜奶、南瓜饼、咖啡伴

侣、冰激凌等食品中都可能含

有较高的反式脂肪酸。

为何对反式脂肪说“不”

新华社电 零食能吃吗？怎
么吃零食才科学、健康？ 19
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中国营养学会
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
零食指南 2018》在京发布，将
更有针对性地为儿童青少年提
供零食消费指导。

据介绍，零食泛指非正餐
时间食用的各种少量的食物和
饮料，零食的合理摄入可作为
正餐的有效补充。近年来我国
儿童青少年的膳食营养状况有
了较大改善，但也存在零食消
费过多、缺乏科学指导等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张兵介绍，
我国2岁及以上人群零食消费率
从上世纪90年代的11.2%上升至
近期的 56.7%，零食提供能量占
每日总能量的10%左右。儿童青
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也是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的
重要阶段，过多或不合理零食
消费行为可能增加肥胖及相关
慢性病发生的风险。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
是在 10年前发布的《中国儿童
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 基础
上，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零食
消费新特点，经过调研、研讨
和广泛征求意见，并参考国际
上最新研究进展编制而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梁晓峰表示，新版指南根
据年龄段分为三册，分别适用
于 2至 5岁学龄前儿童、6至 12
岁学龄儿童及 13 至 17 岁青少
年，将引导儿童青少年树立正
确的饮食观和健康观，减少或
纠正不良的零食消费行为，有
利于儿童青少年从小建立平衡
膳食、合理营养的理念，形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促进其健康
成长、终身受益。

体彩七位数
第18076期：7 2 8 5 2 8 3

体彩大乐透
第18057期：13 19 22 27 28 +5 6

体彩排列5
第18133期：4 1 4 8 2

福彩双色球
第18057期：5 15 17 19 20 30 +13

福彩15选5
第１8133期：1 2 5 7 15

福彩3D
第１8133期：6 9 1

新华社电 近期部分保险
销售人员以回馈老客户、升级
旧保单、补偿收益等名义诱导
消费者“退旧保新”。北京保
监局日前发布提示，“退旧保
新”实则是诱导消费者对旧保
单减保或退保，并用减保或退
保资金购买新保单，一般会对
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失。消费
者应认真了解“退旧保新”可
能产生的损失，理性选择。

北京保监局表示，销售人

员往往会以旧保单收益低、公
司回馈老客户的福利等理由鼓
动消费者“退旧保新”。消费者
不应轻信销售人员的一面之
词，应该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渠
道核实销售人员理由的真实
性，切勿盲目跟风减保或退保。

同时，减保或者退保会影
响原有保单收益和保障，并可
能产生退保损失。在鼓动消费
者“退旧保新”时，销售人员往
往避重就轻夸大转换新合同的

好处，而故意隐瞒旧保单减保
或退保产生的损失。

北京保监局表示，不同的
保险产品，其风险保障、储蓄或
投资功能侧重不同。消费者应
当根据自身家庭状况、所处人
生阶段及收入等因素，选择合
适的保险产品。此外，保险产
品侧重于风险保障，消费者不
宜把保险同银行存款、国债、基
金等片面比较，更不能把保险
当成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品。

警惕保险销售“退旧保新”陷阱

新华社电 近年来，户外
徒步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钟
爱的体育运动。徒步运动专
家和医生就户外徒步给出提
示：在野外环境进行运动是带
有一定危险性的，只有科学合
理地制定徒步计划，做好万全
准备，人们才能真正享受到户
外徒步运动的好处与快乐。

“户外徒步不是靠一时冲
动，它需要初学者至少提前一
个月锻炼身体来进行体能储
备。”拥有十年徒步经验的老

“徒友”岳军说，徒步爱好者们
如果想要到野外进行徒步运
动，应该提前做一些慢走或者

慢跑类的运动，这个过程应该
是长期的，每天都要走一万步
以上，以达到提升耐力的目
的。在徒步出发前，还应进行
半个小时以上的拉伸运动，防
止徒步中出现肌肉拉伤。在
装备的选择上，普通的运动鞋
就可以，但千万不要穿新鞋，
否则可能会因为不合脚而磨
出水泡，这对长途的户外徒步
运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医生表示，徒步运动造成
的伤患情况主要是中暑、晒伤
和水泡。藿香正气水是预防
中暑的极佳选择，可以在徒步
前先喝一点，徒步过程中要随

时补水，但千万注意应小口饮
水，因为突然大量饮水会给心
脏造成负担引起危险。气温
超过三十七八摄氏度时就不
建议再徒步了，午后温度升
高，更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如
果脚上磨出水泡，最好请医生
用无菌针头处理，不要自行挑
破，否则可能导致创面过大，
对之后的徒步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皮肤一旦晒伤后色
素沉淀不易恢复，医生提示大
家，应根据天气情况做好防
晒。饮食方面，要吃些蔬菜补
充维生素，不宜吃过多的肉类
等脂肪类食品。

专家提示：户外徒步前要制定科学合理计划

释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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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孙红娟）吕城镇运河的老汉江
联（化名），多年前大腿上长了一
个小疙瘩，由于不痛不痒，当时没
有在意，没想到却是越长越大，10
多年后竟然像个皮球，严重影响
了他的正常生活。为此，他不得
不到医院切除了跟随他十多年的
瘤。据悉，这个瘤重达 1850克，
还是易复发的低度恶性肿瘤。

“现在轻松多了，以前走路都

碍事！”20日上午，记者在市人民
医院烧伤整形外科的病房见到了
江联。坐在病床上的他，左大腿
缠满了纱布，人看起来却很是轻
松。江联说，当时左大腿内侧的
这个肉瘤太大了，不要说下田忙
农活，就是穿裤子、平常走路都费
事困难。

“手术很成功，再有一两天就
可以出院了。”市人民医院烧伤整
形外科主任王延明告诉记者，患

者是5月8日手术的，手术历时一
个多小时，病理检验显示，为左大
腿内侧粘液性脂肪肉瘤。该肿瘤
属于低度恶性肿瘤，易复发，但不
易转移。“术后，患者应定期到医
院复诊，一旦复发尽早治疗。”王
延明说，这个肿瘤的滋养血管比
较粗大，所以手术时有一定的难
度和风险，“稍有不慎会引起大出
血，因此术中要极其小心分离结
扎肿瘤的滋养血管，这样才能完

整地切除肿瘤。”
目前，切口愈合良好，下肢功

能活动良好，江联已能下床行
走。记者注意到，“皮球”切除了，
尽管术后不久，但较之手术前，江
联走路已经轻松许多。

身上长个小疙瘩，通常不少
人并不会放在心上。对此，王延
明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正确。
结合江联病例，在肿瘤小的时候
要及时就医，越大风险越高。同

时，王主任特别提醒，随着肿瘤增
大，手术切除的风险、难度都会增
加，而且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还
会发生恶变等情况。

小肉疙瘩十多年长成大肉瘤
医生提醒：肿瘤小的时候要及时就医，越大风险越高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侯晓强）19日上午8点17分，
丹阳火车站值班室接到上级调度
部门电话，从重庆开往上海的
K1151次列车8号车厢内，有一名
男性旅客突发疾病，浑身抽搐，情
况非常紧急。为此，列车需要在
丹阳站临时停靠，将旅客送下车
救治，请车站做好协助。而为了
抢救这名旅客，K1151次列车在
丹阳站临时停靠了11分钟。

接到电话后，车站值班员立
即通知当班的客运值班员曾洪

星，曾洪星随即拨打 120并做好
各项准备。列车刚一停妥，早已
等候在8号车厢位置的曾洪星就
带领同事们快步上前，协助 120
急救中心医务人员和列车工作人
员，一同将旅客从车厢接下站
台。随后，通过绿色通道送上救
护车并迅速前往附近医院急救。

丹阳站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经了解，旅客姓张，独自一人乘
车从广安到上海。当列车运行
到南京至无锡区间时，张先生突
然感到不适。乘务人员发现后，

立即进行处置并报告上级，最终
决定在丹阳站临时停靠。由于
张先生没有随行人员，丹阳站当
即安排束亚斌跟随救护车一同
前往医院，并通过电话联系了张
先生家人。

当天中午 12 点多，张先生
的家人从上海赶到丹阳，闻听事
情经过后，一再对铁路方面的热
心救助表示感谢。据了解，经医
生初步诊断，张先生为脑部疾
病，经过先期救治，目前已经脱
离危险。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孙红军）昨日是助残日，家
住吕城 70岁的黄老生平第一
次吃到了生日蛋糕，并和众多
爱心人士、老人以及残疾人朋
友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据了解，黄老中风引起偏
瘫，属于二级残疾，15年前，因

为一场车祸，一个儿子去世，另
一个儿子左腿截肢，生活困难
的黄老一生没有吃过蛋糕，我
市爱心组织齐梁义工社的爱心
人士在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
后，遂组织爱心人士捐款，买了
生日蛋糕在助残日这一天为老
人提前过了生日。

七旬老人第一次吃蛋糕

19日，爱心群简单快乐群群友联合残疾人之家的残疾爱心人
士一起慰问了吕城、陵口、导墅、丹北的4家特困家庭及残疾人士，
送去了生活用品和爱心红包，鼓励他们积极乐观生活。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倪伟华 摄）

男子乘车突发疾病 列车紧急临停丹阳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眭华飞）“今天是周日，但是
很多人希望在今天这个特殊的
节日领证作为纪念，所以我们今
天为爱加班。”20日上午 9点，婚
登处人山人海，虽然恰逢周日，
婚登处却没让新人的愿望落空。

“虽然我们8点就来了，但是
前边却已经排了好几十对恋人。”
小黄（化名）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他得知婚登处会在5月20日加班
办理结婚证，不禁喜出望外，“婚
姻是大事，我们希望能在‘520’领
证，也能有个美好的回忆。”

“前几天我们就陆续接到市
民电话，询问5月20日当天能不
能办理结婚登记，为满足新人愿
望，我们决定这一天为爱‘不打
烊’!”婚登处工作人员表示，近
年来，每年5月20日领证成为了

一种新“潮流”，为确保特殊日子
婚姻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市民
政局提前发出通知，要求婚登处
20日当天继续推出婚姻登记一
条龙服务，提高办证效率。

截至下午4点10分，已经有
100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工
作人员表示，不管是平时，还是
所谓的“特殊节日”，都希望新人
能正确、认真对待婚姻。

婚登处周末“不打烊”百余对新人为爱领证

电话：8651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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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保保

根据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关于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
版）>（简称“2017年《国家药品目录》”）
的通知》（镇人社发〔2018〕44号）的要
求，为保障参保人员权益和做好医保
衔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享受对象
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离休

人员、一至六级伤残军人等特殊人员
医疗保险，简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即我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

二、报销待遇
（1）原有特殊药品：伊马替尼等 3

种。职工医保人员报销75%，居民医保
人员报销70%。

（2）新增特殊药品：埃克替尼等19
种。职工医保人员报销60%，居民医保
人员报销40%。

三、有关事项
1.确因病情需要使用特殊药品的

参保人员，应携带相关材料到待遇审
核科办理“特药待遇证”，凭“特药待遇
证”报销药费。特殊药品应单独结
算，单独支付，单独形成统计报表。

2.特殊药品实行支付标准内按实

结算，即药品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
按实际价格根据规定进行结算；药品
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按支付标准
根据规定进行结算。使用暂无“支付
标准”的药品，按药品实际价格根据规
定进行结算。

3.需使用特殊药品的异地居住人
员，应先携带相关材料到待遇审核科
办理“特药待遇证”，购药费用按特殊
药品管理规定进行报销。

4.参保人员年度内发生的特殊药
品支付费用，不计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金支付累计；不计入居民医保门诊
和年度限额管理范围，不纳入城乡居
民补充保险支付范围，不纳入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5.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自本通知执
行之日后使用重组人凝血因子（拜科
奇）和达沙替尼产生的费用，按新规定
进行结算，不再享受原新农合特药待
遇。

6.2017 年 9 月 1 日至本通知执行
前，使用新增特殊药品的我市基本医
保参保人员和使用曲妥珠单抗（赫赛
汀）的我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其药费
可按流程和规定进行补报，用药数量
纳入特殊药品限额管理范围。

7.本通知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执
行。

附件《特殊药品目录》
丹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2018年5月15日

关于执行2017年《国家药品目录》的通知
分类

原有

新增

药品名称

伊马替尼
（格列卫、昕维、格尼可）

曲妥珠单抗（赫赛汀）

尼洛替尼（达希纳）

埃克替尼（凯美纳）

达沙替尼

吉非替尼（易瑞沙）

贝伐珠单抗

尼妥珠单抗

利妥昔单抗

厄洛替尼

索拉非尼

拉帕替尼

阿帕替尼

硼替佐米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西达本胺

阿比特龙

氟维司群

依维莫司

来那度胺

康柏西普

雷珠单抗

支付标准

格列卫：10100元（100mg×60片/盒），买3赠9；格尼可：185元（100mg×12片/
盒），872.19元（100mg×60片/盒）；昕维：189元（100mg×12片/盒），890元
（100mg×60片/盒）

7600元（440mg（20ml）/瓶）

27100元（150mg×120片/盒），34000元（200mg×120片/盒），买3赠12

1399元（125mg×21片/盒）

20mg，50mg，70mg

2358元（250mg×10片/盒）

1998元（100mg（4ml）/瓶）

1700元（10ml：50mg/瓶）

2418元（100mg/10ml/瓶），8289.87元（500mg/50ml/瓶）

195元（150mg/片），142.97元（100mg/片）

203元（0.2g/片）

70元（250mg/片）

136元（250mg/片），185.5元（375mg/片），204.15元（425mg/片）

6116元（3.5mg/瓶），2344.26元（1mg/瓶）

630元（15mg/2.4×10^5U/3ml/支）

385元（5mg/片）

144.92元（250mg/片）

2400元（5ml：0.25g/支）

148元（5mg/片），87.05元（2.5mg/片）

866元（10mg/片），1101.99元（25mg/片）

5550元（10mg/ml 0.2ml/支）

5700元（10mg/ml 0.2ml/支、10mg/ml 0.165ml/支（预充式））

特殊药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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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