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的尾巴，对需要结束欢
乐假期返回工作岗位或迎接开学
到来的旅客来说会有一丝丝惆
怅，不过，对于时间自由度高、想
要错峰出游的旅客来说却是正当
时。

在7 月、8 月熙熙攘攘的暑
期出游高峰后，旅游产品价格迎
来短暂回落。暑期之后、国庆之
前正是抄底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能够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

同程旅游度假事业群产品
中心总经理陈彦豪表示，一般暑
期旅游旺季为每年7月初至8月
底，今年8月25之后的旅游产品
价格开始走低，建议旅客可以考
虑选择出游产品。

出境游价格明显下降

来自同程旅游的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人气最高的出境游目
的地包括日本、新加坡、俄罗斯、
西班牙、美国、越南、马来西亚、
英国、意大利等地，而根据目前
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些国家和地
区依然是错峰游的热门目的地。

随着暑期旺季结束，出境游
产品的价格也都呈下降趋势。
相比暑期旺季，欧美旅游线路价
格平均下降1000到2000元，英
国等亲子游热门线路，价格更
是下降近 5000元。作为错峰游
的热门目的地，港澳台及日本
等产品价格在 9 月也回归到平
时水平，港澳自由行等产品价
格相比暑期旺季下降了 20%左
右。

暑期旺季之后，出游人数
减少，出境游机票、酒店等整
体价格均有所下降。不过，陈
彦豪介绍，随着9月底中秋、国
庆双节来临，出境游价格还将迎
来短期小幅上涨，因此，想在9月
抄底错峰游的旅客，还需要抓紧
时机。

国内游多地产品价格回
落

9月、10月，境内各地次第进
入金秋时节，南至广西桂林，北至
长白山，西至西北新疆，大好河山
各有风光，淡季旅游产品价格也
有所回落，正是出游好时节。

来自同程旅游的数据显示，8
月25日以后，国内游多地产品价
格回落。桂林、呼伦贝尔、长白山
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价格都比暑期
旺季低了不少，其中，广西桂林线
路，9月的价格相较暑期旺季降低
了500~1000元左右。

“实际上，秋季是国内游很多
目的地的黄金季节，金秋风景最
美，气候也最宜人。”陈彦豪表示，
而东北、新疆等地由于10月中下
旬将陆续进入冬季，降温、雨雪等
天气都将不再适宜出游，因此，也
要抓紧秋季的出游时机。

多地酒店价格下降近
20%

随着旅游产品价格的普遍下
调，预计多地将迎来错峰游的小
高峰。

携程酒店大学数据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暑期的最后10天，全
国各地酒店平均房价环比下降超

过一成，厦门、重庆、西安等旅游
热门城市房价降幅近2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下
旬国内热门目的地酒店预订量同
比大幅增长。其中，上海、北京、
广州等地依旧位居暑期游热门目
的地前3，成都、深圳、杭州、重庆、
西安、青岛、厦门等旅游胜地的酒
店也将迎来错峰游入住高峰。

酒店价格方面，今年暑期，乌
鲁木齐的酒店价格涨幅最为明
显，同比增加近20%，而其他各城
市的均价同比增幅基本低于
8%。今年暑假期间，大部分热门
目的地的酒店价格都在500元左
右，而广州的暑期酒店平均房价
甚至同比下跌了10%，成都、厦门
等城市的酒店价格同比也有不同
程度的下跌。

而在 8月下旬，厦门、重庆、
西安等旅游热门城市平均间夜价
格环比下降近20%，北京、杭州、
青岛等地的酒店价格也出现了
10%左右的降幅，成为错峰游的
好去处。

携程酒店大学数据研究中心
数据还显示，随着消费升级带动
了用户享受型需求的增长，高星
酒店(4星、5星)的预订量近年来
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增长势
头。暑期出游人群中，有近半数

的游客选择了高星酒店，而在亲
子酒店订单中，高星酒店占比接
近90%。这一趋势依旧延续到暑
期尾声的错峰游，高星酒店仍是
不少人的首选。

暑期“末班车”降价近
三成

驴妈妈集团品牌发展部总经
理李秋妍表示，8月下旬到中秋前
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时段之一，
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8
月下旬出境游价格普遍下调，尤
其是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
出境短线游热门目的地，降幅集
中在 20%~30%。另外，欧洲、澳
洲等出境长线目的地价格也出现
下滑，下滑价格动辄过千元。

国内游方面，8月下旬起产
品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
尤其是三亚、丽江、大理、桂林、长
白山等热门目的地，降幅较大，三
亚部分线路降幅超过三成，相当
实惠。如驴妈妈平台8月28日从
北京出发的“三亚双飞5日跟团
游”只要 3117元，较暑期高峰价
格降低 33%；8月 26日从北京出
发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5日4
晚跟团游”，仅需4270元，与旺季
价格相比，降幅达两成。

8 月 28 日 10kV 东 联 Ⅱ
23204 开关以下（23204：碧水兰
庭、世纪东升、城东朱家、朱甲
东、朱家后、豪门兰庭、丝绸路、
锦轩华庭、丹阳永和服装印染有
限公司一带）06:00-16:00。

明日停电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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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蚁人 2：黄蜂女现身》；甄子
丹、陈乔恩主演喜剧动作电
影《大师兄》；喜剧、动画、冒
险电影《深海历险记》；动画、
运动电影《黑子的篮球：终极
一战》；黄渤、王宝强主演喜
剧电影《一出好戏》；杰森·斯
坦森、李冰冰主演动作、科
幻、冒险、惊悚电影《巨齿
鲨》；喜剧、动画、奇幻电影
《精灵旅社 3：疯狂假期》；张
子枫、彭昱畅主演喜剧、奇幻
电影《快把我哥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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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蚁人 2：黄蜂女现身》；甄子
丹、陈乔恩主演喜剧动作电
影《大师兄》；喜剧、动画、冒
险电影《深海历险记》；杰森·
斯坦森、李冰冰主演动作、科
幻、冒险、惊悚电影《巨齿
鲨》；喜剧、动画、奇幻电影
《精灵旅社 3：疯狂假期》；张
子枫、彭昱畅主演喜剧、奇幻
电影《快把我哥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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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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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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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5
0

0.5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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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出游“末班车”降价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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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随着三伏天的结束，
对高温天气无法忍受的朋友终
于可以如释重负了。接下来几
天，我市天气以阴到多云，局部
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为主，
最高气温稍有回升，预计 32℃
到 33℃，大家出门记得带上雨
具。

刚刚过去的周末让我们享
受了短暂的凉爽天气，虽然白天
未出现明显降雨，但是天气却是
阴沉沉的，在室外吹着风还是感
觉挺凉快的，空调君也已经快

“休息”了。根据市气象台预报，
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 32℃
左右，最低气温在 25 到 26℃之

间。

真正的秋天还有多远？
处暑节气已过，“超长版”三

伏天也终于结束，那么，真正的
秋天要来了吗？

气象学上通常以 5 天滑动
平均气温稳定低于 22℃的开始
时间为秋季开始。气象专家介
绍，从常年平均来看，8 月份能
进入气象意义秋季的也只有西
北和东北少数城市，中国大部分
地区还需要等到 9 月份才能进
入秋季，而华南沿海和海南，入
秋则要等到11月甚至12月。

对于“秋老虎”是否要抬头，
专家分析，一般 8 月中下旬以

后，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持
续性高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在南方，夏秋交替之际，
副热带高压开始南退、东撤，但
由于大气环流的不稳定性，副热
带高压有时有可能短暂地西伸
北抬，再次控制到东部地区，造
成高温重现，民间称之为“秋老
虎”，所以，三伏天过去后，防御
高温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
象分析师信欣分析，今年9月初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
华南的炎热天气还将持续，高温
天气还会在个别地区出现。按
照常年情况，要真正凉快下来，

得等到秋分以后了。当然，在阴
雨、台风的影响下出现降温也不
足为怪，总的来说热还是主角。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早晨最低气温：25℃到 26℃，白
天最高气温：32℃到33℃。

28 日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
性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5℃到 26℃，白天最高气温：
32℃到33℃。

29 日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
性阵雨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
25℃到 26℃，白天最高气温：
32℃到33℃。

未来几天多阵雨天气
气温略有上升

新华社电 一支国际团队
日前发布最新研究指出，酒精
是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
风险因素之一，饮酒量不论多
少都无益于健康。

由美国华盛顿大学领导的
这项研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的《2016 年全球疾病负担
报告》。该报告在 1990 年至
2016年期间，在195个国家和地

区收集了与超过 300 种疾病相
关的早亡及残疾等健康问题数
据。

研究显示，2016年，全世界
范围内酒精共导致 280 万人死
亡，其中在 15 岁至 49 岁人群
中，约有十分之一死因与饮酒
有关，包括与酒精相关的癌
症、心血管疾病、结核等传染
性疾病、暴力及自残等故意伤

害，以及醉酒引发的交通事故
和其他意外伤害，例如溺水、
火灾等。

研究指出，一年内即使每
天仅饮用一杯酒，也会使罹患
23种与酒精相关疾病的风险增
加 0.5％。华盛顿大学健康指
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马克斯·格
里斯沃尔德说，尽管每天喝一
杯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最初可能

很低，但随着饮酒量的增加，
这种风险会迅速上升。

研究发现，全球约有 24 亿
人饮酒。英国皇家学院的海
伦·斯托克斯－兰帕德说：“这
项研究提醒人们，即使是最低
水平的酒精摄入也会增加健康
风险。”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
英国《柳叶刀》杂志上。

新研究称饮酒量不论多少都无益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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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孩子们眼中和蔼可亲的她是孩子们眼中和蔼可亲的““陈奶奶陈奶奶”，”，她是老人活动团体中精力充沛的她是老人活动团体中精力充沛的““陈书记陈书记”，”，她是陵口镇大她是陵口镇大
多数人熟知并在内心亲切称呼多数人熟知并在内心亲切称呼的的““陈镇长陈镇长”。”。年近古稀年近古稀，，退而不休的陈京华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退而不休的陈京华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只要开心只要开心，，忙碌也是一种休息忙碌也是一种休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敏张敏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朱如成朱如成 朱金富朱金富 郦平华郦平华

这天一大早，陈京华从丹阳
市区的家中赶到陵口镇文体中
心，还没掏出钥匙开门就被几个
孩子团团围住，大家既兴奋又亲
切地喊道：“陈奶奶来啦，陈奶奶
来啦！”不用说，今天陈京华又给
孩子们组织活动了。尽管早早地
来了，但陈京华没有时间耽搁，她
得安顿好提前到达的孩子，还要
布置好现场，确认一下活动流程，
明确一下负责工作的具体人员
……就连烧开水这样的小事她都
一并做了。事实上，这只是陈京
华 15 年来坚持忙碌工作的一个
缩影。

不求回报关心“下一
代”，收获快乐

陈京华，67 岁，是土生土长
的陵口镇人，退休前曾在镇政府
工作。作为一名老党员，陈京华
始终把“为人民服务”记在心上，
不求回报。因此，退而不休的她
兼任了陵口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陵口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陵口镇老年人体育
协会主席。

比起退休前，陈京华实则更
忙碌。特别是组织“关心下一代”
的活动，倾注了她太多的精力。

“我其实也是普通家庭中的奶奶，
和这么多孩子在一起，我感到很

快乐！”陈京华如是说。为了丰富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鼓励学习优
异的孩子，帮助生活困难的学子，
陈京华主动联系镇江高专，连续
三年组织了充满意义的“小手牵
大手”联动活动。“三年来，镇江高
专的师生除了从物质方面给予镇
上生活困难的孩子以帮助，还与
这些孩子们聊在一起、玩在一起，
给予了精神方面的鼓励。我们觉
得这个活动组织得非常好！”参与
过联动活动的一位家长评价道。
而组织者陈京华做的却远不止这
些。

得知镇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中有一位叫汪燕红的女孩还没有
户口，生活困难，相依为命的父亲
又得了重病，陈京华再也坐不住
了，她第一时间赶到父女俩在东
蔡自然村的租住屋内，详细了解
汪燕红的实际情况，眼看着汪燕
红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
任，用瘦弱的肩膀拉着板车艰难
地送父亲往返镇卫生院看病，陈
京华动容了。“谁家没有孩子呢，
她才十几岁啊！”想到这里，陈京
华决定尽全力帮助这个孩子。之
后，她便像孩子的亲人一样开始
了忙碌的奔走。

要帮助汪燕红，首先要解决
户口问题，这可不好办。为此，陈
京华多次联系相关部门说明情
况，并借助媒体和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在不违背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的情况下终于把汪燕红的户
口问题解决了。除此之外，她更
把汪燕红当成了“家人”，不仅自
己掏腰包给孩子买衣服，添这添
那，还经常组织学校关工委的老
教师上门慰问，让汪燕红在充满
爱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很感谢
陈奶奶，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
人。”腼腆的汪燕红曾在接受采访
时说。而类似的感谢，陈京华在
与孩子们的相处中经常听到，她
表示，对于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她
都是抱着不求任何回报的初心在
做，只要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能凭
借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做点事，
就是一件值得付出，感到快乐的
事。

热情高涨带领“老年
团”，收获健康

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有几十
人，其中还有长期卧病在床的高
龄老人。对此，陈京华除了经常
代表组织慰问这些老同志，关心
他们的身体健康外，还想办法组
织有益于老人身体健康的活动，
让镇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活得精
彩。

镇老年体协的工作面广，工
作量大，耗费的精力多，可陈京
华自有一套做法。她先从协调各
单位责任人入手，主动与他们沟
通，调动他们参与策划和组织活
动的积极性，然后深入到老年人
群体中了解他们真正的精神需
求，切实可行地为老年人做一些
事情。“现在镇里老年人的居住
条件都好了，生活质量也普遍提
高了，我发现他们闲暇时都爱跳
广场舞，然而，能跳广场舞的场
所并不多。”陈京华思考着问
题，内心有了方向。接下来的日
子，陈京华四处奔走，结合实际
情况，带领着镇文体中心的成员
深入各个村委，以公办民助的办
法在陵口镇建起了五十多个文体
广场。对于一些跳得好的广场舞
队伍，陈京华还组织她们到各地
去表演，推荐她们参加市里的比
赛。在她的精心安排下，近几年

还在陵口组织了多次汇演，吸引
来周边许多乡镇的优秀广场舞团
队参加。

有了这样一位热情高、能力
强的老干部带领着“老年团”，
所有人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只
要是陈京华主导的事情，大家都
极力配合。“每年寒暑假，我们
都会组成监督员队伍，对镇上的
网吧、舞厅、KTV 等场所进行
义务监督，对进入这些场所的未
成年人进行劝导，同时也提醒经
营者们规范经营。”关工委的一
位老成员说，为了提高义务监督
的质量，陈京华还专门组织他们
进行培训学习，真正做到认真细
致。尽管较之十年前，去网吧的
未成年人越来越少，但陈京华依
然带着“老年义务监督团”一丝
不苟地坚持做着这件事，决不遗
漏一个孩子。“我们很支持陈京
华的想法，只要在网吧发现一个
未成年人，我们就会坚持监督下
去。”该团老年成员说道。

陈京华表示，日前“五老”
志愿者团队共有 230位成员，正
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让她
有信心、有底气继续工作下去，
大家在一起乐乐呵呵、忙忙碌
碌、发挥余热对于身心健康也十
分有好处。“所以我常说，在退休
后的忙碌工作中，我收获健康。”
陈京华笑着说道。

事无巨细关心“身边
人”，收获幸福

陈京华常住在丹阳市区，她
有家人需要照顾。而她经常活动
的地点却在陵口镇，那里有她离
不开的一群人。一直以来，尽管
赶来赶去，但陈京华从来没有因
此而迟到或缺席过，相反，每次
活动她总是第一个来到现场，常
常是作为“组织者”兼“志愿
者”忙活着。

“我很欣慰，因为我的家人
非常理解我，也很支持我的工
作，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兼顾不
过来而忽略家人。其实，在我心
里陵口镇也是我的‘家’，在这
里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我的‘身边

人’。”陈京华说道。有次下雨
天，陈京华在路上看到一位环卫
工工作时没有穿雨衣，她二话没
说将自己的雨衣套在了那位环卫
工身上，对方担心雨后难归还，
坚持不要，陈京华连连表示不用
还，之后她更像关心家人一样看
着环卫工将雨衣穿好后才离
开。

平日里，只要有空闲，陈京
华就会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们，陪
他们谈谈心，讲讲国家形势。她
不同于其他社会爱心团体的“送
温暖”方式，而是像关心隔壁邻
居大爷大妈一样，了解他们内心
关注的事物。前不久，得知敬老
院缺了些花苗，她便专程准备了
好多亲自送上门，老人们看到这
些“心头好”，开心极了。

“她就是这么一个朴朴素
素、踏踏实实为周围人办实事的
人，默默无闻地对身边人好，同
时也把积极阳光、恬静怡然带给
接触过她的每一个人。”一位熟
识陈京华的人评价道。可陈京华
自己却认为是身边每一个支持她
的人让她有了收获。“能和大家
在一起，像家人般相处，其实也
是一种幸福。”陈京华说道。

也有人对退休后的陈京华如
此忙碌而感到不解，认为退休后
就应该好好休息，但陈京华却
说，15 年来她每做一件事情都
感到心情十分愉悦，只要做得开
心，忙碌也是一种休息。她最后
还表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会一直做下去，因为她是一
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本心
也是初心。

后记：
踏实肯干，不求回报是陈京

华一贯的工作作风，即便她做了
很多有利于陵口镇孩子和老人
的事，她也很少表现于人前，连
露脸的照片都很少，只能在少数
活动的合影中某个角落里才能
找到她的身影。正如她对记者
所说的那样，她所做的都是不值
一提的小事，用不着报道，只要
不忘初心，不给组织添麻烦，问
心无愧就好。

图为陈京华带领老年义务监督团队在巡视网吧。记者 张敏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近
日，锦湖小区附近有居民向记者
反映，城北分洪道西侧的沿河景
观带上，有一段路约有7、8盏路灯
不亮，晚上居民来此散步没有安

全感，甚至有居民打手电散步，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进行处理。

23日晚7时30分许，天色渐
渐暗了下来，记者沿着沿河景观
带由北向南行走，路上许多市民
结伴而行，或是散步或是健身。
记者看到，景观带东侧虽然每隔
几十米就安装了一盏路灯，可是
其中有约 300米长的路段，尽管
安装了 7、8盏路灯，但每盏都不
亮。记者只能借着不远处小区
或北环路的灯光，往前行走。随
着夜色渐浓，竟然有居民打开了
手电筒，继续散步。

锦湖小区居民王师傅告诉
记者，锦湖小区以东的沿河休闲
区域环境优美，每到晚上都有很
多附近的居民前来散步，还有骑
自行车健身的，小孩子也都会在
景观带上玩耍。但从锦湖桥往

南约有 300 米的路段路灯都不
亮，给前来散步的市民尤其是老
年人带来了安全隐患。经常在
这段景观带上散步的市民范女
士表示，这里的路灯不亮已经有
好几个月了，“现在天黑得早了，
路灯不亮，晚上黑灯瞎火的还真
有点害怕，没有家人陪伴，我都
不敢带孩子出来锻炼。”

一位姓钟的老人也说道，河
边景观带修得挺好，附近的休闲
区域也很大，但现在这里没有路
灯照明，又在河边，很怕发生危
险。

采访中，附近大部分居民都
表示，既然安装好了景观灯，就
应发挥其作用，起到照明效果，
方便附近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采取措施，让路灯早日亮起
来。

沿河景观带部分路灯不亮
居民无奈打着手电筒散步

图片新闻
“盲区”变亮，市民更安心

有市民反映，
火车站北广场北
侧的非机动车临
时停放处因未设
置路灯，晚上黑漆
漆一片，时常会发
生电动车偷盗事
件，且不易被人察
觉。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让“盲区”
变亮，近日，市城
管局诚诚广场中
心协调开发区派
出 所 、交 警 等 部
门，在此新安装了
路 灯 及 监 控 设
备 。（记 者 尹媛
通 讯 员 胡 鹏 飞
摄）

记者 王国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