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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报团 点击搜索，淘宝下单，惊喜多多！搜索

杨梅现在开始上市

杨梅，又名龙晴、朱红，因其形似水杨
子、味道似梅子，因而取名杨梅。杨梅是中国
特产水果之一，素有“初疑一颗值千金”之美
誉，在吴越一带，又有“杨梅赛荔枝”之说。
杨梅像桂圆一般大小，杨梅没熟的时候，是青
色的，小小的刺儿硬硬的；等到杨梅熟的时
候，刺软了，颜色也变得紫红紫红的，味道酸
酸甜甜的，十分诱人。杨梅果实色泽鲜艳，汁
液多，甜酸适口，营养价值高。本期推出的杨
梅，3千克仅售 105元，客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
行购买，丹阳报团满100元包邮！（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北纬18度火龙果

火龙果是近年来备受果粉喜爱的人气水果之一。
北纬 18度火龙果甜度 20度左右，火龙果品质好甜度
高，中心糖度大概在 19-20度，北纬 18度火龙果色
泽鲜艳、肉质细嫩、口感清凉、唇齿留香。丹阳报团
本期推出北纬18度火龙果12元500克，满100元丹阳
报团包邮！（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酸酸甜甜的山竹来袭

山竹果肉雪白嫩软，味道清甜甘香，雪白的果
肉放进嘴巴后轻轻咬开，酸甜的味道立即融入嘴
里。山竹润滑可口，去燥止渴，为热带水果中珍
品！本期推出的山竹22元500克，整箱销售，每箱
重约6.5千克，满100元丹阳报团包邮！

（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吃芒果就要吃水仙芒

现在是芒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芒果是众多消费者
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它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个大肉多核
小，尤其受到女士的欢迎。台湾水仙芒产自宝岛台湾，
素有“热带果王”之称。台湾水仙芒，果皮大多呈柠檬
黄色或深橘黄色，因闻起来有一股水仙花的清香气味，
故称其为“水仙芒果”。

本周，丹阳报团推出台湾水仙芒，每个芒果个头饱
满，重 500克，果肉鲜嫩细腻、甘甜多汁、入嘴香甜、无
丝无渣、芒果味浓郁，汁水最多的芒果，一口咬下去汁
水四溢，果肉幼滑，让人非常享
受，保准可以挑逗刺激你的味
蕾。台湾水仙芒 13 元/500 克，满
50 元丹阳报团包邮。亲，下手要
快哦！（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
宝、微信店下单

咨 询 电 话 ：86983129
13912814506

扫描二维码进
店购买

本月初丹阳报团推出送啤酒福利活动，
第一波获奖的小伙们已经领取了福利，本期
丹阳报团继续送有熊啤酒的福利。

有熊精酿啤酒屋于2017年12月15日在
丹阳市正式开张营业，有熊精酿啤酒秉承精
酿啤酒精神，严格按照精酿啤酒的标准化酿
造，不以降低成本和不以改变啤酒原本的风
味而选用麦芽替代物或减少原料的使用量。

只有严格按照精酿啤酒的要求酿造而
成的啤酒才能称之为精酿啤酒，同时也需要
体现精酿啤酒本土化、多元化的精酿啤酒精
神。

有熊“精酿啤酒”营业时间：16:00~2:
00。地址位于水关西路江南人家 1 栋 12-2
号，有熊精酿只为一口好精酿。（王渊）

一、参与方式：
1.关注丹阳日报微信
2.评论6月4日任意一条丹阳日报微信
3.丹阳日报微信留言，评论入选即可获

奖
二、使用方式：
1.直接到有熊店铺报网名就可使用
三、活动时间：
6月5日18:00开始

——评论入选就送有熊啤酒一杯

丹阳报团继续送福利了

甜瓜100元/箱(6个)，每个
约重 1 千克，果径 85~90mm。
买 2箱城区包邮。甜瓜手掌大
小，圆润可爱，甜瓜果肉白色或
黄白色，口感似香梨，香甜爽
口，散发出清淡怡人的混合香
气！ （王渊）

购买方式：丹阳报团淘宝、
微信店下单

咨 询 电 话 ：86983129
13912814506

甜而不腻的甜瓜甜而不腻的甜瓜

扫描二
维码进
店购买

·网络热词·

丹阳拍客在线 《梨花白鹅》
网友 霜满天

《九里老街逗孩子》
网友 焦外像

《仙人掌开花啦》
网友 新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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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不起劲儿，每当
闹钟响起的时候我都有请假
的冲动。”最近，网友“小蜜蜂”
经常在朋友圈“诉苦”，谁知引
起众多网友的共鸣。有网友
表示，连续的假期，不适应上

班的节奏，“过完五一，准备收
心工作时，端午节又要来了，
加上周末又踏春出游，假期中
无限欢乐，假期过后，上班全
是倦怠感。”也有网友表示，夏
天一到，脾气也跟着气温一起

膨胀了，工作起来莫名烦躁。
网友对策：
网友“那个微笑”给出

了应对大法。他认为，若出
现消极怠工，先要使自己的
心理调整到工作状态上，可

以思考上班后应该做的事。
疲惫时可以听轻音乐，适当
地放松自己和做一些喜欢做
的事情，不要在工作上做

“愤怒的小鸟”！

六月病有哪些常见症状？

“早睡早起是会呼吸的
痛，夏季更是痛上加痛，晚上
不想睡，早上更不想起！”进入
夏季，“睡眠问题”困扰着丹阳
的小伙伴们。晚上一两点了
还在数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

不着。然而该起床的时候，却
是各种起床失败，反复“重起”
中……有病得治！微信里、论
坛上对付的办法还真不少。

网友对策：
动起来，让身体疲乏改善

晚上睡眠。网友“静静”为大
家支招，“如果希望晚上睡得
好，最好是做一些有氧运动，
可以慢跑、打球、游泳、跳绳
等，因为身体一旦运动，大脑
就开始释放多种不同的欣快

神经传递素，这些激素在改善
情绪和睡眠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此外，“静静”表示，多做
一点户外运动，感受大自然的
生机，心情也会因此而阳光明
媚。

入睡困难，超级嗜睡

六月，承载了太多的选择
与重荷，月初的高考，月中的中
考，加上月底的各种期末考
试。对于学生来说，本月往往
就成为了他们一学期中最痛苦
的月份，想没有压力都难。“最
近感觉记忆力严重衰退，想着

20号的中考，悲从中来。昏昏
沉沉地在复习，人在翻书，但心
早不知道飞哪里去了！”网友

“爱学习的娃”说出了不少备考
学生的心声，他们感觉压力爆
棚。

除了学生，丹阳的家长比

孩子更焦虑。中考、高考，关乎
孩子的命运，他们会想着多关
心些，但又不能过度关心，所以
很难拿捏这个度，有时搞得自
己精神恍惚。

网友对策：
“越是有压力，越不能烦躁

不安乱了阵脚。”网友“沐希”建
议，考试季来临，学生家长更要
放平心态，顺其自然，不要把压
力看得太重。“如果觉得压力
大，可以适当放松下，家庭出
游，或是约上三五好友逛街、聊
天、运动等，都是解压途径。”

考试季来袭，精神恍惚

工作进入疲态，莫名烦躁

微信中、论坛上也有网友
给出了对付六月病的“良方”，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圈圈：可以做些自己
感兴趣的事。如果对工作提
不起劲，就可以从自己感兴趣
的事入手。

@开车的毛驴：保持生活

正常规律，尽量按时吃饭，早
睡早起，生物钟不紊乱。此
外，休息日不要睡太久，越睡
就越没精神，起来打扫房间、
听音乐、逛街都可。

@自由体：运动锻炼很重
要。运动可以改善人的精神
状态，每天安排一段时间运

动，或是在健身房，或是亲近
大自然，比如绕着大运河走
走、逛逛万善园，都很不错的。

@穿靴子的猫：如果觉得
无精打采，可以和朋友聊天。
约上小伙伴逛街吃饭聊天，大
家互相带动情绪，可以减轻六
月病症状。

六月病其实就是一种正
常现象，大家不要想得跟抑郁
症一样那么严
重，只要寻找到
突破口，对症下

“药”，症状是可
以缓解的。

如何应对六月病？

网上，人们把六月病戏称
为“季节性懒惰症候群”，它是
春夏季节交替期产生的厌倦、
易疲乏的情绪问题，一般在学
生和上班族中比较常见。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季节爆
发？年初的理想期许和年中的
现实有一定差距，人际关系也
没有达到预定状态，再加上各
种假后综合征……这些问题积
攒到一起，就在季节交替时爆
发了。

六月病是啥？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暴躁”

c位出道

作为网络语的该词，“c”是
英文单词 center的缩写形式，意
思为中央、正中心的。“c位”则为
中间位置、重要位置的意思，该
词在明星艺人当中尤为明显，在
娱乐圈里，c位是大咖位，是对艺
人实力的最好证明。“出道”一词
最早源自法语“debut”，本意为
初次登场，是对于歌手专用词
汇。“c位出道”的意思则为形容
某个歌手艺人在团体中的实力
很强，作为团队灵魂中心人物被
大家了解关注。

积极废人
作为网络语的该词，指那些

爱给自己立 flag（树立目标），但
是永远不做到的人。这些人心
态上积极向上，行动上却宛如废
物，他们往往会在间歇性享乐后
恐慌，时常为自己的懒惰自责。

该词最早出自微信公众号
“创意乌托邦”的一篇原创文章，
文中写道：“你不光是隐形贫困
人口，你还是个积极废人！”该文
章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网友
们纷纷表示躺着也中枪。

六月病袭来，请查看症状和“处方”！

心情烦躁、易发脾
气、无精打采，厌工厌
学……你有没有这些
症状？告诉你，这是
“情绪中暑”，懒洋洋的
五月病刚走，烦躁的六
月病立马赶到。这段
时间，很多网友在微
信、微博上发泄烦躁情
绪，吐槽压力、烦恼、疲
乏。如果你有这些症
状也别怕，有网友见招
拆招，给出了“解药”。

本报记者 周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