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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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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克里斯·帕拉特、布莱

丝·达拉斯主演动作、冒
险、科幻电影《侏罗纪世界
2》；小沈阳、潘斌龙主演喜
剧、动作电影 《猛虫过
江》；吴镇宇、张智霖主演
犯罪、动作、悬疑电影《泄
密者》；动画、冒险电影
《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
岛》；动作、冒险、奇幻、
科幻电影《复仇者联盟 3：
无限战争》；阿克谢·库玛
尔、布米·佩德卡尔主演剧
情、喜剧电影 《厕所英
雄》；动画、冒险、喜剧、
家庭电影 《第七个小矮
人》；动画电影《吃货宇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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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克里斯·帕拉特、布莱

丝·达拉斯主演动作、冒险、
科幻电影《侏罗纪世界2》；小
沈阳、潘斌龙主演喜剧、动作
电影《猛虫过江》；吴镇宇、张
智霖主演犯罪、动作、悬疑电
影《泄密者》；动画、冒险、喜
剧、家庭电影《第七个小矮
人》；动画电影《吃货宇宙》；
动作、冒险、奇幻、科幻电影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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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8

6月19日 暂无。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端午小长假前两天，
我市天气都一路欢唱“小晴歌”，
非常不错。今天白天，我市仍然
是多云天气，对出游在外的朋友
的返程十分有利，但今夜天气就
要发生骤变：不仅迎来雷雨，气
温也将明显回落。

每到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十
分期盼天气的给力。果不其然，

这次的端午假期天气晴好，早晚
凉爽舒适，午后虽然有些晒，伴
随着凉风习习，闷热感也不是很
明显了，总体而言，假期天气令
人畅快舒心。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计划
返程的朋友要抓紧了，建议尽量
选择白天出行。今天我市白天
多云，最高气温 30℃到 31℃，夜
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

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天气却没
有那么舒心了：局部地区将迎来
大雨，最高气温将下降到 26℃
到 27℃，蛮凉爽的。20日，雨水
将渐止，气温和19日差别不大。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白天多云，夜里多

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

气温：22℃到 23℃，白天最高气
温：30℃到31℃。

19 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
雨，局部地区雨量大，早晨最低
气温：23℃到 24℃，白天最高气
温：26℃到27℃。

20 日全市阴有大雨转阴，
早晨最低气温：22℃到 23℃，白
天最高气温：25℃到26℃。

端午节期间，粽子将成为
节日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美
食，那么在选购、烹饪、储存和
食用粽子等环节需要注意哪些
事项？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网站发布了关于端午节
粽子的消费提示。

包装破损的粽子易造
成细菌入侵

首先，消费者应从正规渠
道购买粽子。其次，挑选时，真
空包装粽子、塑料袋或铝箔袋
粽子包装应完好，不要有破损、
漏气或胀袋等现象。粽子的尖
角容易刺破软包装材料，一旦
破损，易造成细菌侵入从而引
起粽子变质。也应该注意观察
粽子外包装是否有印刷清晰的
厂名、厂址及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等。尤其是新鲜粽子，由于
其保质期很短，要尽可能挑选
出厂时间较近的产品。

不过度追求粽叶颜
色，杂豆粽子要煮透

粽叶经过高温蒸煮后绿色
会褪去一些，略发黄，属正常
现象。消费者在购买粽子时，
不要过于追求粽叶的颜色。粽
叶过度鲜绿，并不是真实自然
的。一般情况下，墨绿、黄
绿、淡黄都是正常的。新鲜粽
子、速冻粽子的粽叶应包裹完
好，粽体应形状完整，无露
米、变形现象，粽线捆扎松紧
适度。

很多含有杂粮或杂豆的粽
子，需要较长的蒸煮时间才能
煮熟煮透。冷粽子因淀粉返
生、脂肪凝固等原因不宜直接
食用，否则影响粽子的口感及
风味。特别是肉馅粽子等含油
脂较高，更应当煮熟煮透后食
用。煮制时间可参考产品包装
上的说明。

粽子不要常温下闷放
在不透气的塑料袋中

粽子分新鲜粽子、速冻粽
子、真空包装粽子（常温粽子），
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的存放方
法。新鲜粽子每次要少量购
买，即时食用，食用剩余的粽子
应及时冷藏或冻藏。

端午节气，天气比较炎热，
粽子营养丰富，含水较高，容易
酸败，霉菌等致病菌极易生长
繁殖。不能常温下闷放在不透
气的塑料袋中，如能在 2~3 天
内食用完，可放置在冰箱中冷
藏；如要存放多日，宜放入冷冻
格冻藏。

真空包装的粽子开袋后同
样需及时冷藏或冻藏。常温粽
子可直接放在室内阴凉处存
放，也可在冰箱冷藏室存放，不
建议放在冰箱冷冻室存放，以
防止包装袋冻裂。如果是自制
粽子，注意随包随吃，粽香会更
加浓郁。

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
群应控制食用量

粽子大多属于高糖（高淀
粉）、高能量的食物，食用时，最
好搭配一些蔬菜、汤羹等，既均
衡营养，又有助消化。对于糖
尿病、三高、肝胆等疾病患者一
定要控制食用量。即使是正常
人一次也不宜过量食用，以免
引起胃肠负担过重，造成消化
不良。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眭炳照）记者昨从市财政局
获悉，今年江苏省会计初级资格
考试实行先考后审制，目前考试
成绩已发布，合格人员应于2018
年6月20日~7月3日携相关材料

到市财政局会计科审核。
本次审核需提交下列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考生本人二代居
民身份证或军官证。国家教育
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或以上学
历证书（取得证书时间截至

2018年 7月）；2002年以后毕业
的专科及以上考生，也可提供从
学信网上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相关报名所
在地的证明材料之一：1.提供本
市户籍证或居住证；2.2018年应

届毕业生提供本市所在地学校
毕业证书（或学籍证明及学生
证）；3.2019年毕业的本市所在
地学校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学
生，持高校学籍证明及学生
证。

今夜“变天”气温将“退烧”

会计初级考试合格者资格审核20日开始

安全吃粽子 平安过端午

天气逐渐炎热，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在晚上叫上三五
好友撸串和扒小龙虾。很多
人爱吃小龙虾，不仅是其美
味俘获了人的胃，还因为其
热量不高，不会让人长胖。
但事实并非如此。

麻辣小龙虾是最受欢迎
的烹饪方法，其以小龙虾为
主材，配以辣椒、花椒和其
他香辛料制成。成菜后，色
泽红亮，口味鲜香麻辣。在
制作过程中，要先将小龙虾
过油，再用香辛料煸炒，起
锅时还要放各种的酱料，加
啤酒和白糖提鲜。这样的烹
调方式，口味重，香气扑
鼻，让食客们很难拒绝。

小 龙 虾 本 身 的 热 量 不
高，每百克仅 90千卡。小龙
虾可食部分只有46%，按一只
50 克重计算，虾肉约 20 克，
一只小龙虾的热量确实不
高。但是，在朋友推杯换盏
之间，瞬间消灭一二十只龙
虾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可这
时，你还丝毫没有饱腹感。
随着你的吮吸，还有那浓浓
的汤汁——高油、高盐、高
糖和麻辣的味道，伴随着你
无法停止的进食，又增加了
其他食物的热量，还有酒水
饮料的热量，也是不可忽视
的来源。

举个例子。1斤麻辣小龙
虾的热量约为116千卡，掐头
去尾，一般人至少要吃三四
斤才会过瘾，摄入热量为
348~464 千卡，需要慢走近 2
小时才能被代谢掉。这顿夜

宵给你带来体重的影响因素
如下：

1.用餐时间太久会导致热
量摄入超标。

2.晚餐过晚导致睡眠时间
减少，睡眠限制降低了健康
成人的清晨静息代谢率。

3.一顿晚餐的盐摄入量高
于一天所限制的 6g，引起身
体水钠潴留。

4.麻辣食物会刺激胃肠功
能代谢紊乱，对脂肪的利用
和储存不利。

5.如果食用了含有洗虾粉
的小龙虾 （商家为了让虾更
红更亮），对胃肠道刺激大。

6.饮料和酒水是喝进去的
热量，而且轻而易举。

那么，如何吃小龙虾才
不会发胖呢？建议采取下面
办法：

1.自己购买，少买为原
则，从源头控制热量不超
标，改变“多买多吃”的习
惯。

2.自己在家烹饪，减少洗
虾粉的摄入。

3.将提鲜的白糖换成木糖
醇，啤酒换成料酒，减少碳
水化合物的摄入。

4.缩短用餐时间，控制在
1个半小时左右。

5.尽早开始晚餐用餐时
间。

6.饮料换成纯柠檬水或者
大麦茶，饮酒总量控制不超
标，酒精的热量属于没有饱
腹感的热量。

7.晚餐后最好散步半小
时。

吃小龙虾会胖吗？
真相在这里！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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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9
0.11
＜5
0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1
0.14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3
0.18
5
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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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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七位数
第18092期：7 3 9 7 7 5 1

体彩大乐透
第18069期：01 08 13 21 24 +02 11

体彩排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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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18069期：6 13 17 19 23 31 +12

福彩15选5
第１8161期：8 9 10 12 13

福彩3D
第18161期：7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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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不止粽香，民俗专家“话端午”

今天是端午节，作为我国古
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距今
已有 2000多年历史。随着时代
的发展，一些本地特色被淡化遗
忘，端午在很多年轻人眼中成了

“粽子节”。那么，历史上丹阳的
端午节是怎样的呢？为此，记者
采访了今年 84岁高龄的我市民
俗专家韩梦庆老先生，说说丹阳
与端午节的渊源。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民俗
端午节，也称端五、重五、端阳、
天中等节。根据《丹阳县志·风
土》载：“五月初一至初五，妇女
妍饰簪以榴花。端午节，挂张天

师像，贴灵符。是日食粽，饮蒲
酒，妇女戴绒虎。竞渡戏，自月
初至月半。十三日，龙舟夺标
赛，城霞阁下，赛船蚁聚，士女如
云，亦胜会也。”韩梦庆老先生对
此解释说，传统的端午节期间，
妇女们的头饰上都会插着石榴
花，正所谓“五月榴花似火红”，
端午节的时候正是石榴花开得
最好的时候。人们除了吃粽子
之外，还会喝菖蒲根泡的酒，有
一定药效，对身体有益。另外，
女人和孩子身上会挂着绒布作
成的老虎，内衬中还会放一些菖
蒲或者艾叶，以期驱邪除秽，还
有驱虫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变
迁，传统习俗中有关迷信的内容
渐渐不再流行，但如今每逢端午
节，还是有人会在门上挂一些菖
蒲和艾草，这可不是迷信，而是
驱虫害，为的是家中的环境卫
生，预防传染病。

韩梦庆老先生表示，实际

上，丹阳在端午节期间，一直有
赛龙舟的习俗，直到抗日战争时
期，这一习俗才消失了。韩梦庆
老先生说，多年前，城河路还是
京杭大运河固道，从如今的吕叔
湘中学到东门，正是丹阳赛龙舟
时最热闹的一片河道。小伙子
们在龙舟上击鼓划船，而岸边则
聚集着大量的老百姓观看。

时过境迁，如今，丹阳很多
有关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早已难
觅踪迹，虽然不少八九十岁的老
人对当年的端午节仍有记忆，但
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当
年的习俗文化了。韩梦庆老先
生表示，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
充斥着迷信的传统习俗早已被
人们摒弃，但年轻人还是要了解
一些端午节的传统文化习俗，尤
其是丹阳历史上的端午节，了解
了这些，才是真正过了一回端午
节。

在老人的带领下，记者在云阳小区内找到的艾叶（左）、菖蒲（中）和石榴花（右）。记者 马骏 摄

丹阳往句容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警方：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移花接木系造谣！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6
月 15日，一段惨烈车祸的小视
频出现在一些市民社交群及微
信朋友圈。视频中，事故车辆
损坏严重，五人依次并排在地
上，其中一人已盖上白布，还
有网友配上的“15分钟前，丹
阳往句容路上发生重大车祸，

死了五人！”等类似的说明文
字。该视频迅速引发网民广泛
关注，很多网民对此消息信以
为真并进一步转发扩散。这到
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16 日，
记者从警方获悉，这是一条名
副其实的谣言，别信！

警方向记者介绍，他们在
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开展核
实工作。经民警核实，镇江全
市范围内并未接报此类重大交
通事故警情。随后，民警查看
相关视频并结合相关媒体报道
证实，视频中的这起交通事故
系 6月 13日 17时许哈尔滨市滨
水大道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
故。关于该起事故，哈尔滨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及交警部
门都通过微博予以通报。对此
警方提醒，移花接木，传谣违
法，严重者涉嫌犯罪！

警方介绍，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规定：“编
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
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
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
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
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此，警方郑重提醒广大网民，
切勿编造、传播、散布此类不实
信息，否则将视情节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图为某微信群聊天截图。

粽叶飘香 浓情端午

端午节来临之际，我市各社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庆端午活动，同时

又和慈善团体、爱心人士等对困难家庭开展了慰问活动，让他们感受到

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本报采访组

“杨阿姨，您孩子不在家，
我会经常来看您的。”15 日下
午，退伍军人、兴隆苑社区居
民陈杰将粽子和咸鸭蛋送到
社区空巢老人杨息息手中，这
是陈杰走访的十个社区百户
家庭的最后一户。

除了爱心人士，我市各
社区、慈善团体也组织了各
种各样的包粽子、慰问等活
动。

太阳城社区、中山路社

区、化肥路社区开展了包粽
子比赛，并将包好的粽子送
给了辖区内的孤寡老人等困
难家庭，拉近了邻里距离，
传递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华南新村社区还组织社区居
民举行了诗歌朗诵以及赛龙
舟等趣味活动。和平桥派出
所、云阳桥社区联合雅尔美
口腔医院、江南人家社区、阜
阳路社区、公园新村社区、凤
凰新村和市民广场的社区干

部、万善园社区“爱之行”志愿
者服务队与丹阳爱心义工社
等都为困难家庭送去了粽子
和节日的祝福。另外，我市群
星艺术团义工队和市慈善义
工总队为红叶颐馨园的老人
们送去一场充满孝心的文艺
大餐，齐梁义工社组织部分空
巢老人和困境儿童出游，之
后，义工们还教小朋友们包粽
子，寓教于乐中，让孩子们感
受传统佳节的魅力。

群星艺术团义工队和市慈善义工总队为老人们送去文艺大
餐。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卜杏兰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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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17日，环卫部门组织环卫工人，采用“人机相结合”的方式
对城区主干道“大洗脸”。图为清洗现场。（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记者 马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