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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黄渤、王宝强主演喜

剧电影《一出好戏》；陈赫、
娄艺潇主演喜剧、爱情电
影《爱情公寓》；杰森·斯坦
森、李冰冰主演动作、科
幻、冒险、惊悚电影《巨齿
鲨》；沈腾主演喜剧电影
《西虹市首富》；阎么么、赵
一博主演动画电影《神秘
世界历险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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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影片：
黄渤、王宝强主演喜剧

电影《一出好戏》；陈赫、娄
艺潇主演喜剧、爱情电影
《爱情公寓》；杰森·斯坦
森、李冰冰主演动作、科
幻、冒险、惊悚电影《巨齿
鲨》；沈腾主演喜剧电影
《西虹市首富》；阎么么、赵
一博主演动画电影《神秘
世界历险记4》；路知行、阎
萌萌主演动画、动作、奇
幻、冒险电影《风语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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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18124期：

7 0 1 3 6 5 4

体彩大乐透
第18093期：

03 11 16 18 33 +03 11

体彩排列5
第18217期：

8 5 6 0 6

8 月 14 日 10KV 南 河
28912 开关以下（28912：闸桥
新村、物流、河北九圩埭、江苏
新天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
带）06:00-08:00；

10KV 南河 28913 开关以
下（28913：杨三圩、丹阳市擎
天 塑 件 有 限 公 司 一 带）07:
00-10:00；

10KV 毛家 21202 开关以
下（21202：许岗新村1#、2#、毛
家居民点南、毛家村小王村、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职工宿舍)一带）06:00-10:00。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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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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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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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ywater.com.cn

信息收集：朱江达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市气象台消息，今天，
台风“摩羯”将给我市带来明显
风雨影响：出现陆上 6~8 级、江
河湖面 7~9级的大风，并伴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请大家做好
防范工作。

据悉，昨天 14时，第 14号台
风“摩羯”（热带风暴级）的中心

位置距离浙江省台州市东南方
向约 375公里，也就是北纬 26.5
度、东经 123.9度，近中心最大风
力 9级（23米/秒），中心气压 988
百帕，将以每小时36公里左右的
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
所加强。

市气象台于昨天 15时发布
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建议政府

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
风准备工作，停止露天集体活动
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相关水
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
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
绕道航行等；加固门窗、围板、棚
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
物，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东北风5~
6级阵风7~8级，气温26℃~31℃。

14日全市多云，气温 27℃~
34℃。

15日全市多云，气温 27℃~
34℃。

台风“摩羯”来了，
今天全市将迎大风加暴雨！

你是否曾因青春痘而备受
困扰，是否思考过为什么自己
会长青春痘，是否为去除青春
痘而绞尽脑汁？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来共记青春痘的种种难
题。

战术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青春痘”又叫“痤疮”，是
一种发生在毛囊皮脂腺的慢性
皮肤病。引起青春痘的原因多
种多样，最直接的原因是毛孔
堵塞，导致毛囊内的油脂无法
排除，越积越多，最终形成了青
春痘。除此之外，激素水平异
常、情绪因素、化妆品使用不
当、饮食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等
也与青春痘的形成密切相关。
青春痘主要表现为白头粉刺、
黑头粉刺、炎症性丘疹、结节、
囊肿、脓疱以及瘢痕等。

战术二：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青春痘的治疗方法多种多
样，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
治疗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维 A 酸类药物治疗：维 A
酸和异维A酸是治疗痤疮最常

用的药物。其中，异维A酸是

十分有效的皮脂腺抑制剂，主

要用于治疗重度痤疮，但口服

异维A酸的副作用较大，可导

致皮肤黏膜干燥，血脂升高，因

此，目前其使用受到越来越多

的限制。

抗菌杀螨类药物：近年来，

许多研究发现多种植物精油可

以抑菌杀螨。

调节激素水平：调节激素

水平的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

种是通过减少皮脂的生成，阻

断激素与受体的结合从而降低

雄激素水平，如安体舒通；另一

类药物的作用则是通过抑制肾

上腺素分泌来抑制痤疮形成，

如口服糖皮质激素。

物理疗法：主要包括光疗

法，如蓝光、红光、脉冲染料激

光、红外激光等。此治疗方法

的特点是安全简单、耐受性较

好、经济有效。

抗生素治疗：适用于治疗

中、重度痤疮，主要是通过抑制

痤疮丙酸杆菌的增殖，以及调

节免疫来发挥作用。常用的抗

生素包括克林霉素、四环素和

红霉素等。

战术三：

防患于未然

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
施预防青春痘的产生及恶化：

首先，注意面部清洁。最

好用温水洗脸，因为冷水不易
除去油脂，热水则会促进皮脂
的分泌。洗脸时尽量不用刺激
性的肥皂，如果长了青春痘，暂
时停止使用化妆品。洗脸时，
应尽量选择无刺激性的洗面
奶。

其次，注意合理的饮食。
多吃含维他命C的蔬菜水果，
多喝水，少吃脂肪、糖类和辛辣
食物。

另外，不要用手挤粉刺，以
免引起化脓发炎，形成疤痕和
色素沉着，影响美观。如果十
分有必要，则要使用挤青春痘
的专用仪器，并注意挤时不可
太过用力，以免伤到真皮。

最后，养成规律的生活习
惯，尤其忌讳熬夜。劳逸结合，
保持愉悦的精神状态对青春痘
的治疗十分有益。 （新华）

新华社电 立秋以后，是否
一定要多吃肉，“以肉贴膘”？
专家建议，入秋后要防“上火”、
莫贪凉，“贴秋膘”不等于“吃
肉”，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平
衡营养饮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
复医院中医诊疗康复中心主治
医师王亚南认为，无论“三伏
贴”还是“贴秋膘”，根本上是中
医“天人相应”及“未病先防”思
想的体现。秋冬季节阴寒亢
盛，易致阴阳失衡、患上寒性病
症，因此应尽量让身体的阳气
在秋冬季节仍保持在一个相对
较高的水平。

那么“贴秋膘”是否等于多
吃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营养师张凡认为，“贴秋膘”
进补不等于只增加肉类、脂肪
等的摄入“以肉贴膘”，而要结
合自身营养状况，吃得健康。
中医认为秋天比较燥，肥腻的
肉类、油炸食品不宜多吃，防止

“上火”和消化不良。
张凡说，秋天更建议平补，

可选择百合、山药、红枣、莲子
等具有健脾、养胃、润燥等特点
的食物。此外一些地方有“啃
秋”的习俗，如在立秋当日吃西
瓜等。立秋后天气转凉，不再
适合吃太多西瓜这类寒凉的水
果，以免对胃肠产生刺激。

王亚南提示，虽说立秋节
气已至，可仍处于“三伏天”中，
天气仍较为炎热，人们“贪凉”
的行为随处可见，例如对空调
的过度使用、饮食上“食寒饮
冷”等，建议不要贪凉，避免影
响脏腑自身的调节能力。

此外，专家认为，“贴秋膘”
并非对每一个人都必要和适
用。如果目前体重处于正常范
围内、营养状况也不存在不足，
并不一定要额外“贴秋膘”，根
据身体状况注重日常健康饮食
即可。

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医
疗保障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减
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
医保局已下调14种前期国家谈
判抗癌药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
格，并要求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
集中采购平台都要按照调整后
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近日
印发了《关于做好前期国家谈
判抗癌药品医保支付标准和采
购价格调整的通知》。按照通
知要求，抗癌药相关企业将在
规定时间内主动向各省级药品
招标采购部门提交调价申请，
各地药品招标采购部门要加强
与企业沟通，及时按照新价格
公开挂网。预计9月起，患者可
陆续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说，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加强
指导，做好抗癌药新价格落地
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尽早得
到真正的实惠。同时，国家医

保局正在对部分目录外的独家
抗癌药开展医保准入专项谈
判，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已经
组织专家通过评审、遴选投票
等程序确定了拟进行医保准入
谈判的药品范围，目前正在与
企业确认谈判意愿，下一步将
启动谈判材料准备、专家评估

和具体谈判工作。国家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说，专家提出的拟
谈判药品均为治疗血液肿瘤和
实体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值
高、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
品，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结直
肠癌、肾细胞癌、黑色素瘤、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癌、多发
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

国家医保局：

14种抗癌药将迎新一波降价

青春不息，“战痘”不止!

这些战术帮你攻克青春痘困扰

专家：“贴秋膘”
不等于吃肉
建议防“上火”、莫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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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退休教师小楷抄写宪法和党章
耗时三个多月完成，共约33000多字，愿意将书法作品赠送给有需要的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
员 吴二林）“这些都是我用毛笔
写的小楷，内容是宪法和党
章。”近日，记者在退休教师杭
英的家中欣赏了他花三个多月完
成的书法作品。宪法及党章的内
容合起来大约 33000多字，作品
中每一个字都方正有力，饱含了
杭老师对国家和党深厚的感情以
及他坚持学习宪法和党章的决
心。

杭英老师今年 76岁，退休
多年的他称自己就是一个闲不住
的人，除了给自己找些事情做之
外，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练字写书
法。“真正开始练字，应该是七年
前。”杭老师说，他之所以重点练

小楷，是因为楷书是基础，另外现
代人普遍有些浮躁，大多数练习
书法的人会选择行书或草书来
练，目的多为展示，而非静下心来
真正感知书法的精髓。“我还发现
极少数人专门盯着一个字来练草
书，目的是为了炫耀自己而非真
正宣传书法，这样很不好，所以我
决定静下心来，从基础楷书练
起。”杭老师说道。

练了这么多年的书法，杭老
师发现，要想真正静下心来写小
楷，有所长进并且形成自己的风
格，还必须脱离字帖写长篇。思
来想去，最终他决定抄写宪法和
党章。杭老师称，以前很多人提
及书法内容，以古代诗词居多，现

在时代不同了，书法内容也需要
与时俱进，宪法和党章就是很好
的内容。“一边写，一边学，既练习
了书法，又增长了知识，真是一举
两得。”杭老师摊开自己的作品，
感慨地说道。

对于抄写的过程，杭老师更
是感触良多。这不仅体现在书法
水平的精进上，还体现在对作品
的布局、计算、修补上。“宪法
16000 多字，我写了 12 幅，每幅
100cm×50cm，大概花了两个多
月写完，党章 17000多字，我写了
6幅，每幅 180cm×50cm，花了一
个月左右完成。”杭老师称，写之
前还要精确计算好每个字的大
小，并划好格子，光划格子就花了

两天的时间。然而，最精细的活
还属订正错字。每次杭老师都要
用清水先浸湿宣纸，再用镊子把
错误的地方夹去一部分并保留宣
纸本有的纹路，然后剪下同类同
大小的宣纸并且合上纹路作为补
丁贴上去，最后再写上新字，相当
费功夫。

“收获还是蛮大的。练书法
可以修身养性，同时更好地学习
了党章和宪法，也是一种进步。”
杭老师接下来还准备抄写 36000
字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保持
学习的劲头。此外，他还愿意将
已经写好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有需
要的单位，从而更好地起到宣传
宪法和党章的作用。

杭英向记者展示其中一幅
作品。记者 张敏 摄

路旁树木太茂盛 挤占车道存隐患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 赵
文菁）道路旁栽种绿植是为了美
化环境、净化空气，但有时却会
给市民带来不便。近日，家住机
场路附近的郭先生致电本报民
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称机场
路与齐梁路交界处附近有一处
地方的树木太过茂盛，给非机动
车道上过往的市民带来了安全
隐患。

“这些树的树枝都长到非机
动车道上了，本来非机动车道就
窄，如今更是剩下不多的空间，
只够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通
行，如果有电动车想要超车的
话，就只能骑到机动车道上了，

很是危险。”郭先生表示，希望
有关部门能尽快修剪。

随后，记者来到郭先生所说
的路段。记者发现，挤占了非机
动车道的树木位于机场路上，距
离机场路与齐梁路交界处大约
100 米的距离。在现场记者看
到，这里的树比其它地方的树长
得稍许矮点，不仅树枝伸到了马
路上，而且由于长得茂盛，树与
树之间几乎没有空隙，对行车视
线也有一定影响。记者在现场
观察了一段时间，这里来来往往
的非机动车很多，只要有两车并
排行驶，到这里基本上都要绕到
机动车道上去。

对此，不少路过的市民都表
示，这些树木确实需要尽快修
剪。“这个路旁边有人出来，根本
看不到，完全被树挡了，太危
险。”一位骑电动车路过此处的
市民告诉记者，“如果想要超车，
就只能往机动车道上开，而机场
路上的大型车辆比较多，车速也
较快，万一突然变道开到机动车
道上，后面车速较快的机动车来
不及反应，可不就容易发生意外
了嘛！”

随后，记者与市交运局公
路管理处取得了联系，工作人
员表示，机场路是一级公路，
道路两侧绿化是道路建成之初
就栽种的，目前该路段的绿化
养护工作已经移交给了开发区
园林处。记者又联系了开发区
园林处，负责绿化养护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尽快到
现场查看，如果确实存在树枝
遮挡视线、挤占非机动车道的
情况，会尽快对树枝进行修
剪，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马骏）“想想
都后怕，一个醉汉，谁知道会做
出什么事情来。”昨日，说起自己
最近的一次遭遇，市民小丽（化
名）仍心有余悸。

日前，小丽晚上开车去公婆
家接孩子，在行驶到市区一路口
时，小丽正要拐弯，一旁骑着电
瓶车的一位男子突然按起了喇
叭，小丽以为这辆车要过马路，
便停下来等待。没想到，这辆车
行驶到小丽车前时竟停了下
来。小丽见状便打算绕过这辆
电瓶车继续走，让小丽意外的
是，该男子竟然将电瓶车再次开
到了小丽车前，挡住小丽，不让
其前行。“我当时摇下了车窗，因
为离得近，一阵酒味飘了过来。
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说自己
就是喝酒了，怎么着？”就在小丽
打算与其争论时，这名男子的妻
子开着电瓶车追了上来，看到这
一情况后便上前拉住男子，让小
丽赶快走。此时，与小丽同一车
道后面一辆车的驾驶员看到这
一情况后，摇下车窗，一边长按
喇叭一边催促男子快走。谁知，
这位男子又将电瓶车开到了那
辆汽车跟前去挡路。

心情不太好的小丽朝醉酒
男子嘀咕了一句就走了。然而，
让小丽没想到的是，醉汉似乎听
到了小丽的话，竟一路尾随小
丽。“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虽然有路灯，我还是不敢开得太
快，就这样被他一路跟着。”小丽
说，进了公婆所在小区后，她接
上女儿便准备回家了，可在小区
里竟然又遇到了那名男子，“他
看到我的车，又跟着我，一直到
我家小区大门外。”小丽表示，这
件事让她整晚没睡好，想想都后
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喝
酒不开车”的理念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但不少驾驶电瓶车的
市民却觉得这仅仅是针对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无关。实际上，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从而导致交
通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危险
程度并不亚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在
我市，对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
有相关处罚，一旦发现，将处以
50元以下的罚款。“现在街上的
电瓶车都开得挺快的，在很多路
口，一下子就提速过马路了，给
很多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毕
竟出了事，车主也要承担一定的
责任，更别说那些喝了酒驾驶电
瓶车的人了，真是防不胜防。对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应该要从
重处罚。”一位市民说道。

对于小丽的遭遇，一位交警
表示，事发时，小丽应第一时间
报警，不要与之进行理论及发生
冲突，避免情况恶化，等待交警
前来处理。

图为机场路上茂盛的树木。记者 陈晓玲 摄

本报讯（记者 马骏）昨天
上午，张先生来到了位于丹北镇
后巷的东方劳保用品店，接过店
主朱青松递过来的手包，他十分
激动，当即想从包里取些钱来感
谢店主，但朱青松甚至都没让张
先生拉开手包的拉链。朱青松
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分文不能
取。

11日上午，张先生在丹北镇
后巷卫生院对面的东方劳保用
品店里购买了一些东西，却将手
包落在了店内。由于此后一直
没有用到这个包，直到晚上，回
到家中的张先生才意识到手包
不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手包落
在自己厂里了，所以马上就回厂
里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之
后，我又想到自己当天早上去了
一个小超市买东西，心想会不会
落在那里了，于是又赶紧去询
问，但仍然没有找到。”张先生表
示，手包里除了 4200元现金外，

还有自己的身份证。“说实在的，
我当时就感觉这包肯定没了，如
果包里只有身份证，也许捡到的
人还会送到民警那里，但包里还
有几千元现金呢。”张先生称，如
果仅仅是丢了这几千元钱，他还
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但张先生
担心的是，手包万一让不法分子
捡去，用他的身份证做坏事，那
就麻烦了。

正在张先生万分焦急的时
候，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张先生
拿出手机看到是一个陌生的手
机号码。“我接了电话，对方在确
认了我的身份后便问我是不是
丢了一个包，这让我一下子愣住
了。”张先生说，打电话来的是自
己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是通过多
方打听才知道了自己的手机号
码。从来电中，张先生得知，自
己的手包落在了东方劳保用品
店里，在自己走出该店没多久，
店主朱青松就看到了这个手

包。由于包里除了现金就只有
一张身份证，根据身份证上的信
息，张先生的户口并不在丹阳，
朱青松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与张
先生取得联系。为了找到张先
生，朱青松不仅报了警，还将张
先生的身份证拍了照片发到微
信朋友圈以及几个好友群中，让
大家帮忙寻找失主。与张先生
联系的这位朋友正是在朱青松
的朋友圈中看到了这一消息，才
帮助朱青松找到了张先生。

昨天上午，张先生从朱青松
手中接过手包后，很是激动，提
出要给予一定的报酬，但朱青松
婉拒了。“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
拾金不昧的报道，觉得值得赞
扬，没想到，这次居然真真切切
地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要为
朱青松点个赞。”张先生表示，他
对朱青松拾金不昧的做法十分
感激，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丹阳人
民的淳朴和善良。

手包遗失商铺 店主拾金不昧

遭醉汉拦车尾随
女车主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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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新闻

近日，丹阳师范学院草莓志愿小分队的队员们结束了他们
为期一个月的摆摊卖奶茶的暑期实践。虽然比较辛苦，也晒黑
了，但他们在此次实践活动中提前接触了社会，经受了锻炼。
此外，他们还在前不久陪伴湖南古丈的孩子们游玩了扬中园博
园、参观了扬中大全集团等。

（记者 茅猛科 通讯员 郭佳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