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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r原是英文说唱音乐中
的拟音词，指汽车刹车或甩尾
时发出的声音，常常用来烘托
豪车出场的情节，也可以用来
做“即兴说词”，相当于汉语中
的语气词。这个词因某档综
艺节目在中国网络流行，并延
伸出了新的含义：

一、厉害，炫酷。
例如，“你的表演太 skr

了”意思是“你的表演很棒”。
二、谐音词。
（1）例如：“热 skr人了”即

“热死个人了”，“你可真 skr小
机灵鬼儿”即“你可真是个小
机灵鬼儿”。

（2）谐音还可以拆开来
用。例如，“s谁在唱kr”即“是
谁在唱歌”，“请你 skr止”即

“请你适可而止”。（小汤）

网络热词Skr

丹阳拍客在线

组图《家乡景》网友 夕阳小息

留步留步！！来丹阳配完眼镜来丹阳配完眼镜，，这些事也别错过这些事也别错过！！

初访初访““眼镜之都眼镜之都”，”，您需要这份攻略您需要这份攻略
丹阳眼镜是很多视力不佳的人和爱美人士的首选，许多江苏省内甚至全国各地的

游客都慕名而来。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人们来丹阳配镜？选购好眼镜之后，还有什么
项目可以让四方来客更好地感受丹阳风情？本期丹阳网事，我们综合各方网友的意
见，试着为大家做了一份攻略。

如今网购十分发达，为什么很多游客还是选择
自己到丹阳来配镜？网友们发的帖子里很多都提到
了“便宜”二字。据网友“小优”的亲身体验，同样一
副树脂框架、镜片折射率为1.67的近视眼镜，在丹阳
的售价约为200元，但到了外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
这样的眼镜动辄要价五六百元，在一些品牌眼镜店
中卖出上千元也不出奇。网友“可以一起吃蛋糕”
说：“这次去江苏，丹阳眼镜便宜到‘令人发指’啊！”
另外，丹阳眼镜城的规模很大，前来配镜的游客很有
可能会挑花了眼。网友“20岁的Yecion”来丹阳配
眼镜后发帖感叹：“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要来丹阳
配眼镜了。”配图是眼镜城货架上密密麻麻的眼镜。
除了晒行程，很多网友也非常乐于晒出自己佩戴丹
阳眼镜的照片，近日网友“一枚宝宝”就晒出了自己
的靓照。各大网络平台上，像这样与丹阳眼镜有关
的帖子每天都有很多。

记者在眼镜城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配镜的客
人，他们大都来自邻近城市，还有两个中北学院的学
生正在为亲朋好友代购眼镜。此外，记者还遇见了
两位从石家庄专程到丹阳来配镜的游客，她们表示
坐火车过来单程票价不过一两百元，多配上几副眼
镜还是非常合算的，而且还能在周边游玩一下。的
确，眼镜城商圈紧靠城际站，人们乘坐高铁往来非常

方便，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网友对部分商家在高
铁出站口拉客的行为比较反感。

配镜虽然是行程的主题，但一般耗费
不了太长时间，出了眼镜店，游客们

只能原路返回吗？当然不是！

到了一个地方不尝一下当地特色美食实在遗
憾，如果您的行程十分紧张，那么推荐您去市中心
的金鸡饭店点上一碗肴肉面或鳝丝面、一笼蟹黄
汤包、一碗丹阳大麦粥和几个冷菜。在这家丹阳
无人不知的老字号里，您可能不会体验到最高档
的环境，但一定会在满耳的丹阳方言里体验到本
真的丹阳味道。地址：新民中路5号（近城河路）。

如果您时间比较宽裕，可以结合点评软件提
供的信息或查找往期的丹阳网事相关文章寻觅美
食。丹阳人爱吃、会吃，各种菜系和本地特色一样
不少，等待您的发掘。如果您只想找一家环境较
好的餐厅吃饭休息或顺便购物，市区的金鹰、八佰
伴，开发区的吾悦这几家商业综合体是不错的选
择，从眼镜城去这些地点都不远。

经常有网友在发问，我要去丹阳待几天，有什么
好玩的地方？很多人一时答不上来。其实作为齐梁
故里，丹阳这座古城有很多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
您可以坐公交或驾车直达天地石刻园，在石刻的海
洋里徜徉；也可以去乡村观摩仍然放置在原地的一
些南朝石刻，虽然比起园区有些交通不便，但那份历
史的厚重感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您对解放战争感兴
趣，还可以参观市中心的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戴家花
园），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由邓小平、刘伯
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来到丹阳，
指挥了上海解放战役。这一年的5月6日至26日，
邓、陈一直住在这里主持全面工作。参观完总前委，
附近还有最近向公众正式开放的张家大院和即将正
式开放的三吕故居可以供您参观。温馨提示：金鸡
饭店、八佰伴、金鹰广场、三吕故居和张家大院均位
于市民广场附近，您可以集中安排。

为啥一定要来丹阳配眼镜？ 这些丹阳味道不容错过

深度文化游：
城区乡村都有好去处

周边城市组合游：

丹阳交通发达，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
配镜行程进行组合。丹阳人喜爱道教名山茅山，“上茅山回九里”
这一民俗于2006年12月被镇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镇江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您可以入乡随俗，游览完茅山再去丹阳九
里季子庙参观。除此以外，镇江市的金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
扬州市的瘦西湖、大明寺、何园、个园，常州市的天宁寺、中华恐龙
园、淹城遗址公园等著名景点都离丹阳不远。

这份攻略简要回答了目前网友们提出的一些疑问，如果您还有
其它的需求，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此外，如果您有任何丹阳新
鲜事想告诉我们或者有相关文章想要投稿，也欢迎
发送给我们。您可以直接搜索并关注微信
公众号“丹阳日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将留
言或稿件发送到邮箱626919718@qq.com。

图片来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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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更详
细的配镜攻略

本报记者 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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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狗在
地上便便后，主人竟然视若无
睹，也不处理一下就径直离开，
个人素质有待提升。”近日，市民

朱女士在吾悦广场看到了这样
一幕，并上前劝说，谁知对方根
本不理睬，她觉得，这样的行为
给他人和清洁工人都带来不便，
她想借此机会呼吁养狗人士能
够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朱女士告诉记者，当天下
午，在吾悦广场西侧，她看到一
名女士牵着一只哈士奇从身边
经过，当狗走到献血车车尾时，
忽然半蹲便便，之后，主人就径
直带着狗准备离开。

“我上前劝她处理一下，
她睬也没睬我就走了，我心里
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朱女士
说，“当时狗主人离开时，我家
孩子就问我，为什么那位阿姨
不清理一下，我都不知道怎么
回答。”朱女士表示，自己经常
外出散步，这样的情况也常遇
到，但如果有人上前劝说，狗

主人还是会清理的，而且她也
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会
自带垃圾袋或者其他工具清理
狗便便。“虽然一般情况下狗主
人经旁人提醒后都能清理，但
有时也会遇到像刚才这样不予
理睬的狗主人，但我只要遇到
都会提醒一句，可能有人会觉
得我多管闲事吧！”朱女士笑着
说道。

记者随后来到现场，看到一
些行人路过此处都险些踩到狗
便便，而朱女士还在现场停留了
一会，在一旁一直提醒路人当心
脚下。随后，记者找到了附近的
环卫工人，将狗便清理干净。环
卫工人也呼吁养狗人士，公共场
所的卫生需要大家一起来维
护，希望狗主人出门遛狗能考
虑他人感受，携带清理工具，
做一个文明的养狗人。

爱犬随地便便 主人视若无睹

图片由市民朱女士提供。

图片新闻

近日，化肥路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了以“阳光假期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青少年活动，除了加强青少年安全教育外，
还精心准备了手工实践课程。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赵伟花 摄）

遥控器轻轻一按 废料重量随意定
一男子网购干扰器操纵地磅骗取地板回料100多吨，案值达11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斌）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可做废料生意的李某却走
错了“道”：在遥控器上轻轻一
按，地磅上废料的重量就可减
轻，至于减轻多少，全都由他
说了算。李某本以为自己的

“伎俩”天衣无缝，但常在河边
走，哪有不湿鞋？最终因回料
重量出入太大而案发。

据了解，李某今年 29 岁，

河北人，在我市从事废料收购
生意。今年 5 月份开始，经他
人介绍，他开始负责开发区某
木业公司的地板回料收购。偶
然一次，他在该木业公司将地
板回料过磅的时候，发现在重
量上有空子可钻，心想如果有
一部遥控器能够操纵地磅，岂
不是可以多赚钱。

回到暂住地后，他上网搜
索，果真发现有能够操纵地磅

的遥控器出售，于是花了 3 万
元从网上购买了两部地磅干扰
器。“干扰器主要由两部分构
成，一个是遥控器，在大货车
过磅称重时，通过手中的遥控
器就能轻易操纵地磅，让它称
出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另一个
是干扰仪器，提前安插在地磅
里，通过它来接收遥控器的信
号，操控地磅。”办案民警告诉
记者。

有了地磅干扰器，就能挣
大钱了，李某顿时兴奋不已。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专门邀
请出售干扰器的男子，利用深
夜来到某木业公司的南门和北
门两个地磅处，悄悄安装了干
扰仪器。第二天，他前来购买
废料，通过操纵地磅，让原本
装 20吨左右的废料一下子减少
了3至5吨，这样轻轻松松就达
到了赚钱的目的。而该木业公
司负责过磅的工作人员万万没
有想到，李某已趁人不备，偷
偷地溜进地磅间做了手脚。

办案民警介绍，今年 7 月
份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在运
输地板回料过磅时，通过遥控
器来控制重量，先后运输了 30
多车，共骗取该木业公司 100
多吨地板回料，案值达 11万余
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
被刑拘，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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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作案工具——地磅干扰器。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近日，交警大队市区中
队通过缜密侦查，调取监控，
侦破了近两个月来的第二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切实维护了人
民群众的利益，有力打击了交
通肇事逃逸行为。

8 月 19 日晚上 7 时许，大
雨滂沱，市区中队值班民警接
到110指令：在241省道和谐家
园小区门前路段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肇事车辆逃逸，请速去
处理。

接警后，市区中队立即组
织警力赶赴现场。民警赶到现
场发现，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
救治，路面倒着一辆电动车，
周边散落着一些电动车碎片，
肇事车辆已逃逸。

在现场，一名目击者称，
事发时，由于下着大雨，视线
模糊，她只看到是一辆白色大
货车撞倒电动车的，之后没有
停留，而是借雨大夜黑逃了。

案发后，市区中队迅速启
动雨天交通事故逃逸案件侦办
处置预案，调取事故现场及周
边路段的监控录像，排查可疑
车辆。经调取多个路段监控，

民警通过反复研判，认真比
对，终于通过肇事车辆的尾
灯，锁定肇事司机以及肇事车
辆。

8 月 20 日下午，肇事司机
被成功抓获。

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
由于天气等多方面原因，交通
事故频发，而肇事逃逸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打击交通肇事逃
逸，一直是交警部门处理交通
事故的工作重点。对每一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件，交警部门都
抱着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组织专门力量进行重点侦破。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应报警并
积极抢救伤者，配合警方调
查。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
逃逸当事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雨夜交通肇事逃逸
监控让其无所遁形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