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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备忘录

7月31日 暂无。

体彩七位数
第18116期：

3 5 3 9 1 6 0

体彩大乐透
第18087期：

03 14 19 23 25 +01 04

体彩排列5
第18203期：

2 1 6 6 9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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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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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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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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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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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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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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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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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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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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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管网水

1.2
0.20

5
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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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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沈腾主演喜剧电影《西虹

市首富》；赵又廷、冯绍峰、刘
嘉玲等主演动作、悬疑、奇幻
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彭于晏、廖凡主演动作、剧
情、喜剧电影《邪不压正》；徐
峥、周一围主演剧情、喜剧电
影《我不是药神》；道恩·强
森、昆凌主演动作、冒险、剧
情电影《摩天营救》；喜剧、动
画、家庭电影《神奇马戏团之
动物饼干》；剧情、动画、冒险
电影《淘气大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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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4部影片：
沈腾主演喜剧电影《西

虹市首富》；赵又廷、冯绍峰、
刘嘉玲等主演动作、悬疑、奇
幻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
王》；徐峥、周一围主演剧情、
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道
恩·强森、昆凌主演动作、冒
险、剧情电影《摩天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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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岳春芳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未来几天，我市仍是
高温天气，并伴有局部地区阵
雨或雷雨，天气变化不大，提醒
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上周末，虽然酷暑天气依
旧，但午后总有一阵阳光消失、
大风狂作的阴暗天气，局部地
区还出现了阵雨，给被“蒸煮”
的丹阳降温。

今明两天，高温天气依旧
待机，虽然最高气温有望暂别
酷暑线，但仍有 35℃，建议市民
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有关
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
降温准备工作，可对老、弱、病、
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此
外，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
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
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
高温啥时候缓解？周三至

周四，台风“云雀”有可能侵袭
华东，如受外围影响，我市会有
阵雨，届时，高温也会有所缓
解。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晴到多云，局部

有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7℃到 28℃，白天最高气温：
35℃。

31 日全市晴到多云，局部
有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6℃到 27℃，白天最高气温：
34℃到35℃。

8 月 1 日全市多云，局部有
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6℃到 27℃，白天最高气温：
35℃到36℃。

高温天气依旧 局部有雷阵雨

新华社电 藿香正气水及胶
囊是很多家庭的夏季常备药。中
医专家提示，藿香正气并非夏季

“万灵药”，只适合外感风寒且内伤
湿滞的情形，并不适合外感风热、
中暑等情况。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赵昕认为，夏至
以后往往气温高、湿度大，中医认
为外湿可以引起人体内部的湿
邪。如果同时贪凉吹空调、吃冷饮
等，也就是在内伤湿滞的基础上外
感风寒，具体可表现为胸闷、恶心、
食欲不振、吐泻等症状，适用藿香
正气。此外，水土不服出现消化道
症状也可以用藿香正气。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
治医师辛喜艳说，藿香正气的作用
主要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
夏季感冒、胃肠型感冒等，患者既
要有外感风寒的表现，又要具备内
伤湿滞的症状。如果是外感风热，
包括发热重、咽喉红肿疼痛、痰粘
或黄、口渴等，则不可服用藿香正
气水。

赵昕提示，藿香正气水在夏季
应用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藿香正
气水并不能治疗中暑。

此外专家提示，藿香正气水含
有酒精，应避免与头孢类药物同时
服用。如果患者想避免酒精的摄
入，可选择藿香正气胶囊。

夏季水果品种繁多，让爱
吃水果的人大呼过瘾!但是要选
择其中的“C位”，西瓜的票数肯
定遥遥领先，赶紧吃起来！

五个健康好处
1.预防皮肤老化。随着年

龄增长，皮肤中的胶原蛋白也
会流失，开始出现皱纹。红肉
西瓜含有较多的β-胡萝卜素，
可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A，提
升皮肤对抗外界病菌的能力，
也能加速受损肌肤复原。β-
胡萝卜素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
剂，有助预防肌肤老化。

2.有助防中风。西瓜也是
番茄红素“大户”。番茄红素有
助改善血管功能，减少胆固醇
对血管健康的威胁。研究发
现，经常摄取富含番茄红素的
食物，可降低约 20%的中风风
险。

3.防感冒。番茄红素还是
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利于
免疫系统健康，减少感冒的发
病率。

4.放松肌肉。很多人运动
后都有肌肉酸痛的困扰。此
时，不妨来片西瓜吧，西瓜含有
丰富的钾，能帮助调节神经，放
松肌肉。钾还能帮助钙质在体
内有效利用，间接强化骨骼和
关节。

5.补充脑力。西瓜含有胆
碱（属于B族维生素），有助调节
生物钟，保持大脑清醒，提升注
意力和记忆力。

四类人少吃
西瓜虽好但属寒性水果，

贪食会损伤脾胃阳气。有下列
疾病的人不宜多吃。

第一，肾功能不全的人，西
瓜有利尿作用，尿量增多会加

重肾脏负担。
第二，糖尿病患者也不宜

多食，因为西瓜含糖量很高。
第三，脾胃虚寒，大便溏泻

者宜少吃西瓜，西瓜性寒，多吃
会伤脾害胃。

第四，感冒初起的人不能
吃西瓜，西瓜会引邪入里。

新鲜安全这样挑
看形状：质量好的西瓜瓜

形匀称，偏头瓜、空洞瓜、裂瓜
等畸形的西瓜质量差。

看表皮：瓜皮表面光滑、花
纹清断、纹路明显的是熟瓜；瓜
皮表面有绒毛、光泽发暗、纹路
不清晰的是不熟的瓜。

看两端：两端匀称、脐部和
瓜柄部凹陷较深的西瓜口感
好；脐部和瓜柄部位比较平的
西瓜口感一般；脐部和瓜柄部
位又尖又粗的西瓜口感不好。

听声音：一只手托住西瓜，
另一只手轻轻弹瓜或拍瓜，如

果听到“嘭嘭”的声音，表明西
瓜熟得正好；如果听到“当当”
的声音，表明西瓜还未熟；如果
听到“噗噗”的声音，表明西瓜
熟过了，也就是俗话说的“娄
了”。

掂重量：同样大小的西瓜，
重量轻的成熟度好，有下坠感、
很沉的瓜是生瓜。

摸表皮：表皮紧实光滑的
西瓜是好瓜，表皮黏涩的瓜不
要买。

科学储存这样做
西瓜最好于室温下存放，

因为室温下西瓜中的番茄红素
和β-胡萝卜素比冰镇下的分
别高40%和139%，而这些营养
素是抗氧化剂的组成成分。

已经切开的西瓜，需要用
保鲜膜包好切面后放入冰箱保
存。如果不放入冰箱，用保鲜
膜包裹后在常温状态可存放约
一天。

天热，来块西瓜消暑！

新华社天津 7 月 28 日电

27日晚，“火星冲日”天象完美
上演，这是 15 年一遇的“大
冲”，明亮的火星如一块红宝
石闪耀在东南方夜空，又大又
亮，惊艳天宇。

天文专家表示，本次冲日
时，火星距离地球并不是最
近，最近一刻将出现在 7月 31
日，这是近 15 年来距离地球
最近的一次，火星看上去“更
亮更大”。

天文资料显示，冲日时的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大约6000
万千米以内，最远可达 1亿千
米以上。当地球在远日点附
近而火星在近日点前后发生
冲日时，就是所谓火星大冲，
距离地球较近，亮度较高，也
更便于观测火星细节。

“火星冲日”时，火星距离

地球是最近吗？天文教育专
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
珩指出，火星是地球的近邻，
在地球的轨道之外。由于它
和地球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太
阳公转，两者之间的距离有时
近，有时远。火星距离地球最
近和火星冲日通常不会发生
在同一天。通常的情况是，距
离最近可能比冲日日期提早
几天或推迟几天。今年，就是
推迟了 4天。“7月 27日，当天
火星距离地球约 5782 万千
米，而 7 月 31 日，火星距离地
球只有 5759 万千米。这是
2003年以来，火星距离地球最
近的一次。”

天文专家表示，由于距离
地球最近，31日晚的火星看上
去仿佛一盏红灯，其亮度超过
周围除金星之外所有的星

星。公众用肉眼即可清晰目
睹这颗颇具传奇色彩的星球。

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人
们能看到什么？赵之珩说，除
了可以观测到火星表面的颜
色变化，还可看到白色极冠。

据了解，人们一直关注着
地球以外还有什么天体存在
生命，火星因为离地球较近，
自然成为探索地外生命中被
寄予期望的一个星球。

天文专家表示，自 1962
年以来，人类已经陆续成功向
火星发射了 20多个火星探测
器，希望在那里找到生命存在
的证据。而科学家们近日的
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火星
上一个液态水湖被人类首次
发现，这无疑增加了火星上存
在生命的可能性。

明日出现近15年来火星距地球最近一刻

■生活提示

专家提示：

藿香正气
并非夏季“万灵药”

不少人每天都到健身房里挥
汗如雨，希望能瘦下来，但效果不
尽如人意。美国《预防》杂志指出，
运动中做错的5件事是始作俑者。

1.体态不正。如跑步、健走时
弯腰驼背含胸等，不但锻炼不到相
应的肌肉和部位，还可能会受伤。
良好的姿势会让人吸入大量氧气，
不会觉得太难受。

2.水分补充不够。运动过程
中水分大量流失。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研究指出，当运动员处于缺水
状态，动作会严重变形，强度也大
打折扣。运动时可以补充含有钠、
钾和葡萄糖的饮料；运动后可多饮
白开水。

3.玩手机。一些用跑步机锻
炼的人同时看书、玩手机、看电视，
这会分散注意力，降低运动强度。
但听音乐对运动有好处。

4.缺少重量训练。《运动科学
与医疗》杂志一项研究指出，相比
于只做有氧运动的人，搭配重量训
练的人进食会减少。

5.太相信跑步机的数字。一
些人只要踩上跑步机，就盯着屏幕
上的卡路里或公里数，觉得很有成
就感。美国肌力和体能训练协会
年会上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跑步
机上的数字比实际情况平均高估
30%。

为何运动了
也瘦不下来

西瓜是目前水果店的主打产品，价格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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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学子被空军院校录取，刷新我市空军院校录取新纪录——

“我的‘飞行梦’，终于实现了！”

蔚蓝的天空下，飞行员从容
登上战机，迎着朝阳，战鹰腾空
而起直插云霄……壮志凌云的

“飞行梦”，多少人梦寐以求。近
日，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我
市3名学子被空军院校录取，成
为了“准飞行员”，这也刷新了
我市学子被空军院校录取的纪
录。

陶 伟 龙 是 我 市 第 五 中 学
2018届高三（2）班学生，他以
超过一本线 25 分的成绩被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飞
行与指挥专业录取。

郭宇和陶伟龙是同班同学，
和陶伟龙一样，他也以超过本一
分数线 21 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飞行与
指挥专业录取。

郦宇杰是陵口镇人，他告诉

记者，在华南实验学校上初中
时，由老师和父母的推荐，自己
报名参加了空军体检，并顺利通
过，进入青少年航空学校学习。
今年高考，他以 350分的好成绩
顺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
大学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录取。

从此，这 3名小伙子的“飞
行梦”将正式起飞！

“梦想”离不开支持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学校和老
师的支持。26 日上午，在第五
中学会议室内，郭宇和陶伟龙拿
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地和他们的班
主任蔡芸霞合影。

当天，在会议室里，郭宇和
陶伟龙还表达了对老师们的感激

之情，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关心和
爱护。

“体育课上，老师会细心地
关照我们，不要进行对抗性运
动。而针对我们各自的情况，各
位任课老师都会主动帮忙查漏补
缺，提高文化成绩，这些都令我
们很感动。” 陶伟龙对记者说。

说起陶伟龙和郭宇，从高二
开始就担任他们班主任的蔡芸霞
老师有很多话要说。陶伟龙比较
外向、活泼，郭宇则比较沉稳，
在她眼里，这两位学生除了学习
刻苦之外，比一般的同学更懂
事。“‘一模’的时候，两位学
生成绩都不是很稳定，一度让我
们很担心。”蔡芸霞说，他们很
努力，在“二模”“三模”的时
候很快就调节好自己，成绩一直
稳定在班级前十。

“梦想”从小就发芽

说起自己的“飞行梦”，陶伟
龙告诉记者，他的外公之前是一
名飞机维修师，受外公的影响，自
己从小便对飞行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去年学校发布了空军飞行员
的招录信息，我看到立即就报名
参加了。”

郭宇告诉记者，他一直挺憧
憬当一名飞行员，希望将来能够
报效祖国，“初中的时候曾有一次
机会，但因为体检被刷下来，一直
觉得遗憾。此次被录取很高兴，
也算是圆了小时候的梦。”郭宇笑
着说，“自己的梦想由自己来实
现，这种感觉很好！”

“梦想”还需要付出

“招飞对视力要求较高，从小
到大我对电子产品用得比较少，
少玩或者不玩游戏。”在与记者交
谈中，陶伟龙说起了自己招飞成
功的“秘密”。陶伟龙平时喜欢跑
步，虽然没有特别擅长的运动，
但是各种运动都去尝试。

“我平时控制上网时间，手
机也很少碰。下晚自习后，就到
操场跑步，一方面可以释放学习
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身
体。”郭宇说，要想当飞行员，
首先要通过体能检测，分为初
选、复选和定选。体能检测除了
各项体能要过关外，还要考察肢
体协调性、团队合作能力、心理
测试以及学识素养等多个方
面。

“初选在镇江，复选在南
京，我们都集中在一间房子里，

然后进行封闭式的各种体能检
测。”让郭宇印象深刻的是，有
一项体能检测是需要通过 90 秒
的“转椅”，要求转下来不能
晕，这是检测身体的平衡性，也
是对飞行员的基本要求。

在北京“定选”中，还要检
测团队协作能力，几个人临时组
成足球队，现场进行足球绕杆。
郭宇笑道：“可能由于平时就爱
好这些，所以在这些方面我得分
比较高。”不仅如此，在“定
选”中，考官们还会现场教授三
段类似广播操的动作，让学员跟
着跳动，以此考验学员们的学习
能力。

记者了解到，其实陶伟龙和
郭宇的“飞行员之路”并不轻
松。“去年10月18日，在镇江进
行初选时，我差点因为体重超标
被刷下来。”陶伟龙笑着说，为
了让自己的体重达标，此后的三
个月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吃
饭，早上和下午在操场上累计跑
8 公里，“好在三个月后，也就
是今年的1月10日，在南京复选
时，自己的体重达到了正常的标
准，顺利通过复选。”

“梦想”正式起飞了

8月 2日，这 3名学生将要告
别故乡，迈出自己保卫祖国蓝天
的第一步。

郭宇告诉记者，他一定不辜
负家乡父老的期望，认真学好各
门课程，成为一名合格的空军飞
行员，驾驶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
天，为保卫祖国领土、强大国防贡
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束旦平 通讯员 孙玉林 袁军辉

记者 束旦平 摄
图为陶伟龙（左）和郭宇（右）与班主任蔡芸霞合影。 图为郦宇杰在其学校留影。

王小姐：我奶奶 76岁，最近老
人家总说不舒服，到医院一查说
是肝内胆管结石，情况还蛮严重
的，请问这种病好治吗？怎么进
行详细的检查治疗？

丹阳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
镇江市医学重点人才胡江鸿主任
医师：首先要看结石的位置。如
果是在肝脏的一级分支内，则可
以通过微创的ERCP（经内镜逆行
性胰胆管造影）进行取石手术。
如果已经深入到二级分支，且影
响到肝功能则需要外科手术治

疗。平时在饮食上要注意不吃高
胆固醇类的食物，例如蛋黄、猪肝、
猪肾等。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是镇江市重点学科。技术力
量雄厚，内镜中心诊断和治疗在
镇江市达先进水平，列全省县市
级医院前茅。专家专科门诊时
间：每周一~周六。全年全天有消
化内科专科门诊（门诊二楼）消化
内科电话：病区：0511-86558783
内镜中心：86553086。

孙红娟

@人医大夫

47岁的张先生在体检中，被
检查出有前列腺结石。虽然没有
任何症状，但他十分紧张，不知该
不该治疗。

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硕士生导师卜强主任医师指出，
前列腺结石是一种发病率很高的
男性疾病，致病因素较为复杂，很
多患者伴有慢性前列腺炎，两种
疾病交叉发作会很痛苦。在发病
初期，前列腺结石症状并不明显，
很多患者没有任何症状，但病情
一直会持续发展。无症状的前列
腺结石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活，也
不会带来不适，不需要治疗，但
50 岁以上的患者第一次发现结

石时，最好到正规医院检查一下，
排查是否存在前列腺癌。卜强主
任指出，前列腺结石本身不会引
起患者不适，但伴有其他前列腺
疾病的前列腺结石大都会有不适
症状出现。对伴有慢性前列腺
炎、精囊炎的前列腺结石患者，应
针对炎症积极治疗，除使用抗生
素治疗外，更应注意前列腺液的
引流，可以定期到医院疏导被结
石阻塞的前列腺液。如果患有前
列腺结石合并前列腺增生，甚至
已经影响到了排尿功能，可以实
施前列腺切除术，切除前列腺的
同时把结石切除，以解决尿路梗
阻的问题。

链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是镇江市重点专科，在丹阳市及
周边地区享有较高声誉。近年
来，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仪器设备。该
科除常规开展治疗前列腺疾病、
泌尿系统结石、肾和肾上腺、及膀
胱肿瘤等微创手术外，熟练掌握
泌尿系统、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
诊治，擅长应用电切镜、经皮肾镜
等腔内技术在微创下诊治泌尿外
科疾病。大部分已达到了三级甲
等医院水平。经尿道前列腺及膀
胱肿瘤电切术、泌尿系统结石汽
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术是我院泌
尿外科开展的重点特色项目。泌
尿 外 科 、男 性 科 咨 询 电 话 ：
86553017。专家门诊时间：周一~
周六。 孙红娟

暑期，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接
诊量大幅提升，前来整牙的患者
呈井喷式增加。如今，家长对孩
子的面型更加注重，学龄期的青
少年成为暑期整牙的主力军。专
家指出，牙齿的正畸可在各年龄
层进行，并非要等到十几岁集中
解决。

“不同的牙齿畸形有不同的
矫治时期。”江苏省美容牙科主诊
医师、丹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
任吴伟忠副主任医师介绍，以往
家长有一种观点，认为小孩的牙
齿不用管，到十二三岁再去整，其
实这是很大的误区。牙齿出现功
能性的错颌畸形等问题，越早治
疗效果越好，不必要的等待往往
导致孩子错过最佳矫治期。吴伟

忠遇到过很多“大龅牙”的孩子，
十二三岁才来矫正，不得不通过
拔牙达到理想效果。这类小患者
往往很早时就发现下颌后缩、上
颌龅牙、牙齿咬合不好的问题。
如果早期做功能矫治，可以诱导
下颌往前移，完全可以不拔牙达
到矫正效果。3-5岁的乳牙期，女
孩在8-10岁、男孩在9-12岁的替
牙期和女孩在 11-14 岁、男孩在
13-15岁的恒牙早期是矫正牙齿
的三个关键点，15岁以后矫牙，牙
齿移动慢，疗程长。很多孩子由
于矫正时间过晚，错过早期最佳
矫治时期，就诊时孩子骨骼已经
定型，拔牙就不可避免了。在儿
童中，常见“地包天”（前牙反咬合）
畸形也应早期矫治，最早三四岁

就可以进行治疗。像轻中度骨性
畸形、牙列不齐等问题可以在发
育高峰期12-15岁左右做矫正。

链接：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技
术力量强、设备先进，诊治水平在
丹阳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先后多
人多次深造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苏州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
医院等国内著名医院。配置了12
台进口高档多功能综合治疗机及
烤瓷炉、数字化口腔全景机、数字
化牙片机、牙周高频电刀、根管测
量仪、根管马达、种植机等系列设
备。除常规开展各种口腔疾病诊
治外，还开展牙颌畸形的正畸治
疗、全瓷冠桥修复、后牙根管治
疗、口腔颌面手术、种植义齿等高
新 技 术 项 目 。 咨 询 热 线 ：
86553008。 孙红娟

牙齿畸形有不同的矫治时期
章女士：40岁，眼部不适，检

查眼压升高，诊断为青睫综合征，
请问要不要住院检查？平时注意
什么？

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黄金土
副主任医师：这个不一定要住院
的，但青睫综合征较易反复发作，
尤其在发作期间需要定期复查。
平时您需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
过于劳累，防止病毒感染。也可来
医院查查是否有免疫系统疾病。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眼科
是一个现代化的新眼科。目前拥
有一批中高级职称医师和一批高
性能、高标准的现代化手术设备。
设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小
儿弱视等专科，年门诊量约30000
人次。目前能开展各种白内障、
青光眼、小儿斜视、眼外伤和泪器
疾病的治疗和手术。为镇江市首
批白内障定点单位。专家门诊时
间：周一~周六。

青睫综合征要注意什么？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前列腺结石该不该治？

我奶奶患了肝内胆管结石

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

快速解除胆囊炎快速解除胆囊炎、、胆石症胆石症、、胆胆
囊息肉囊息肉、、肝囊肿病人的痛苦肝囊肿病人的痛苦

13706101936 86553801丁明金

腹腔镜治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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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
产科

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康复医学的服务对象：因疾病和损
伤而导致各种功能障碍或者残疾患者。

丹阳市人民医院康复科热线：86523102

促进功能恢复 助您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