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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词丹阳拍客在线
漂亮警告

释义：养殖户“华农兄
弟”养殖竹鼠之余会在网上
分享各种匪夷所思的吃掉竹
鼠的理由，例如“这只竹鼠中
暑了”“打架了”“吃太多或太
少”，甚至“长得太漂亮”也会
被抓来吃掉。不仅是竹鼠，
各种乡间的野菜、瓜果、动物
都会被“华农兄弟”冠以“漂
亮”之名后当场拿来烹饪。
这种说话方式在网络上走
红，人们在调侃式地对某人
发出警告时会说上一句“你
真漂亮”，这就是“漂亮警
告”。

评论：当代城市中的人
们接触乡村生活的机会比较
少，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便倾
注在了各位“乡村网红”身
上，他们身处乡间，并将自己
田园式的生活拍成视频上
传，“华农兄弟”便是这样的

“网红”。 （小汤）

长假来临，丹阳人只能去热门景点看人海吗？

过一个别出心裁的黄金周
本报记者 小汤

今天是中秋佳节，也是三

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知道

您是怎样度过这个假期的呢？

网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

选择完全放松自己，在家补眠

的“省钱加休息派”；还有选择

加入人潮，去旅游景点凑个热

闹的“折腾派”。面对即将到来

的国庆黄金周，我们难道就没

有更多有趣的选择吗？

每到黄金周和小长假，“去哪里玩”
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讨论话题。跟团、自
由行各有优点，购物、观景都要兼顾，短
途游、长途游难以取舍……出门之前，要
考虑和准备的事项着实不少。出行花费
不低，再加上近些年来热门旅游景点经
常出现人山人海的景象，很多人都选择
干脆留在家中，而选择出门的人也不免
有所担忧。

此前一条热传的微信图文《良心推
荐：国庆长假，去哪儿人少还便宜？》就结
合这个热点开了个玩笑，点开这个吸引
人的标题，微信正文只有两个字：单位。
留言的网友纷纷通过幽默的方式表示了
自己的无奈：“这个地方我因为工作原因
去过多次，国庆假期人确实少，根本不需
要排队，环境也好，还有免费无线网。”的
确，去景区“观人海”有花钱找罪受之嫌，
而待在家中或加班的人又不免心有不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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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斑斓五彩斑斓》》
网友网友 人淡如菊人淡如菊

“休息派”与“折腾派”
都若有所失

无论您选择哪一种方式
度过假期，都应该注重自己的
安全与身心健康，外出的人遇
到交通堵塞等情况时不要太
烦躁，放宽心态享受旅程；待

在家中的人不要久坐不动、暴
饮暴食，适当放松，让身体与
心灵都“电力满满”。最后，预
祝所有丹阳网事的读者朋友
们都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我们去山清水秀的地方
游玩，就是为了在大自然中得
到身心的治愈，而在节假日汹
涌的人潮中，这种目的显然无
法达成。既然名山大川不适
合此时去，那为什么不把目光
调转到身边呢？丹阳近郊分
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农庄，垂
钓、烧烤、野餐、采摘等项目都
很容易参与，不失为全家出游
的好选择。除此以外，如果您
的亲友在乡村有老宅或是有

家中老人在乡村居住，不妨借
着这个机会去探望他们，顺便
体验几天久违的乡村生活，相
信会别有一番趣味。

按照以往的经验，除了乡
村以外，丹阳邻近城市的几个
旅游景点在黄金周也不会非
常拥挤，例如镇江“三山”与西
津渡、茅山等。据记者在劳动
节假期的亲身体验，这些景点
的人流仅比周末略为增多。

方案一 近郊乡村游，亲近大自然

如今中小学生会参与很多
兴趣班和补课班，课程中大多设
置考核，不免会感到一些压力。
趁着假期，不妨换几种能够让亲
子一起参与的有趣课程进行体
验。在各种团购网站或是微信公
众号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课程信
息，包括花艺、陶艺、甜品制作、野
外生存等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进行选择和预定。不过记者
提醒您，在选择课程时要注意甄

别商家是否有相关证件与资质，
牢记安全第一。

如果不想费心选择商家，远
程参与一门网络课程也很不错，
无论是家长与孩子还是三五好
友，都能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
选择这种方式的朋友需要自己
准备设备、材料等，最好提前一
些准备，不建议过于复杂，毕竟
参与这些课程主要的目的还是
娱乐。

方案二 参与各类课程，收获知识与欢乐

你的网络收藏夹里，有
多少健身计划、食谱、经典影
视列表之类的东西被一直闲
置？是时候让它们“苏醒”
了！一周时间说长不长，但
也绝对不算短。您可以集中
学习一下某项一直想要学习

的技能，达到入门水平或大
概知道这门技能的情况；也
可以针对身体的某个部分或
使用新的方法进行体育锻
炼，不让节日丰盛的饮食喂
胖自己；一直想看完的那本
书、那部经典电影、那些没有

整理好的物品，也都是时候
拿出来挑战啦！哪怕一周时
间内只做完了其中的一两
项，相信假期结束的时候您
也会有满满的获得感，而不
是在狂刷短视频和信息流之
后陷入空虚。

方案三 制定集中计划，打败拖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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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阖家团圆日，也许你正和家人们聊天赏花吃月饼，但对有些人来说，中秋佳节只是又一个繁忙的日常，在这一天，思念
会更加浓重。在外求学的学子，因为归途太遥远无法回家，中秋之夜，抬头望明月，低头，却是自己孤单的身影；多少美味佳肴，都抵不过
老婆做的家常便饭，虽在同一个城市，却因工作无法团聚；福利院的孩子们天真烂漫，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是否会想念自己的爸妈……
不管如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温情，愿月圆人更圆！

“工作之后，就没有节
假日的概念了，中秋基本
没时间陪家人。”23 日下
午，丹阳火车站南广场客
运值班员余涌告诉记者，
每到节假日，火车站都是
最忙碌的时候，他在值班
期间“板凳永远坐不热”，
手机也一直处于忙碌状
态。

22 日，余涌休息了一
天，这是他陪伴孩子的难
得时光，23日早上7:30，穿
上工作服，余涌便开始忙
碌起来，他要连轴转 36小
时。“一直要忙到明天晚上
7点多，所有工作人员明天
都必须到岗。”余涌介绍，
丹阳火车站平时每日的发
客量在 8500人左右，而中

秋 节 放 假 期
间，每日发客
量 在 一 万 以
上，他估计 23
日的发客量会
超过15000人。

余涌平时
上两天班休两
天，但节假日
基本无休。“明
天晚上七点多

到家，上高二的孩子早已
去学校了。中秋不能陪伴
家人，这么多年都是如
此。”余涌 1993 年参加工
作，那时候还在行包房工
作，2005 年成为客运值班
员，其爱人高燕是丹阳站
北广场的客运值班员，余
涌的爷爷也是一名铁路
人。他说，虽然工作有些
辛苦，甚至有时年夜饭都
无法陪家人一起吃，但作
为铁路人，有一种职业荣
誉感。

“中秋都希望团圆，但
是铁路人必须牺牲小家团
圆，换得众多旅客的团圆，
这是我们的使命。”余涌
说。

作为今年我市省丹中的
“十二骄子”之一，考取北大的
史佳从跨入校门那一刻起，心
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便不断发
酵，眼下，中秋节到了，她却没
法回到家中与家人共享团圆。
史佳说，每年的中秋节，奶奶都
会准备一桌可口的饭菜，爸爸
和爷爷也会小酌几杯，一家人
在一起吃月饼、赏月，现在身在
千里之外，这份记忆中“平淡”
的中秋节对她来说竟成了奢
望。这个中秋，史佳和同在异
乡的室友们商量着出去吃一顿

大餐。“我挺想念家人的，也许
是刚到外地上学，我还没能适
应的缘故吧。中秋节到了，我
祝愿家人都能健康快乐。”史佳
坦言，她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独
立，不让家人担心。

南师大中北学院大二学生
陶蕾庄的家乡是广西南宁，由
于同宿舍的室友们都来自江
苏，中秋节放假大家都回家团
圆了，陶蕾庄自嘲成了“留守儿
童”。她告诉记者，在自己的老
家，每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人都
会在家门口摆上一张大圆桌，

开始露天“团圆宴”，亲戚们围
着桌子，吃月饼看月亮，孩子们
就更热闹了，“每年中秋节，妈
妈都会特意去给我订做一个兔
子灯。”陶蕾庄说，“我们那儿每
年中秋都要吃柚子，留下柚子
皮，孩子们把蜡烛放在柚子皮
里，做成柚子灯。”陶蕾庄说，这
是自己第二个没有与家人待在
一起的中秋节，“因为距离太远
了，我也只能对着同一轮圆月
祝愿家人生活安康，寄托我对
他们的思念了。”

“一共 19 元 4 角，就给 19
元吧！”在开发区新欣市场内，
摊主赵冬梅很是利索地称重，
拿出一个大的塑料袋，把两根
莴苣、一捆金针菇放了进去，又
弯腰拿了一些小葱，也放进袋
子，递给了摊位前的顾客。

今年 43岁的赵冬梅，老家
是山东临沂，来我市已经有 15
年了。“整整 15年了，没能回老
家陪老父母过过一次中秋节，
过年也没回去过，家中老父母
常有怨言。”说起中秋节，赵冬

梅的声音有些低
沉，她告诉记者，自
从来丹阳后，一直
在菜市场卖菜，很
是忙碌，尤其是逢
年过节。每天晚上
8 点 多 收 摊 回 家
后，还要忙到 10点
多，第二天凌晨 2
点多又要起床去进

货。“除了大年初一，一年 365
天几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经
常忙得连孩子都顾不上。”赵冬
梅说，她有 3个孩子，大女儿上
高三，二女儿和最小的儿子都
上小学，“以前孩子小的时候还
好，最多就是忙一点，现在孩子
都大了，花钱也多了，明显感觉
压力大了很多。”

“真的很想逢年过节的时
候能回家跟父母团聚，只是现
在生意难做，就指望着节假日
能多赚一点。”赵冬梅告诉记

者，现在菜价越来越高，也就意
味着利润越来越薄，再加上卖
菜的人越来越多，生意是越来
越难做了。“今年中秋期间的菜
价，是我做生意 15年来从未遇
到过的，甚至比往年春节期间
的菜价都要高。”赵冬梅说，22
日去批发的时候，生菜是 95元
一箱，23 日就涨到了 120 元一
箱，油麦菜也涨了 20 元一箱，
现在这两样蔬菜零售价基本在
每公斤 12元左右，而去年同期
油麦菜才 7 元不到。还有香
菜，往年零售价最高的时候每
公斤才 28元左右，现在已经涨
到了40多元。

“等孩子们都工作了，也许
就能轻松一些，那时就能常回
家看看甚至常伴父母膝下尽孝
了。”赵冬梅双眼有些湿润，她
用手拭了一下，说道，“希望远
在老家的父母能保重身体。”

23日上午 9时，357省道丹
阳互通立交段建筑工地上，工
友们正热火朝天地埋头工作
着，搭设支架、捆绑钢筋、修筑
路面……从去年 8月工程启动
开始，这些工友们已经在这里
奋战一年多了。中秋节到了，
工友们有了难得的休假，他们

又会怎么过呢？
来自安徽宿州的李

成政今年 42 岁，是工地
上的一名钢筋工人，虽
然离家并不是很远，但
毕竟只有一天的假期，
李成政无奈放弃了回家
团圆的念头。李成政
说，自己做钢筋工人已
经三年了，跟随工程队

几乎跑遍了江苏，“现在有手机
了，跟家里联系也方便，一年到
头，基本上都是过年的时候才
回家，平时除非遇到急事，不然
即使是节假日，也都是在工地
上做事。”李成政说，中秋节到
了，大多数工友都是孤身一人，
所以工友们早早地便商量着中

秋这天出去喝一顿，好好聚聚，
不醉不归，“平时为了工作都没
怎么休息过，这难得的一天假
期对大家来说好像过年一样。
这不，刚才有几个人还在讨论
去哪里喝酒，喝什么酒呢。”李
成政笑着说道。

我市交运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 357 省道丹阳互通立
交段建筑工地上有近百位工
人，大多来自外地。每年他们
只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一次，
平时即使是中秋这样团圆的日
子，也没办法与亲人团聚。工
地上的一位工程师告诉记者，
单位给大家发了月饼还有奖
金，让大家身在异乡也能开心
地过个中秋节。

中秋佳节，对于刚搬
入救助站的福利院孩子来
说，在新环境里过团圆节
别有一番乐趣。“这里有专
门供儿童游玩的活动室，
孩子们都很喜欢。”工作人
员介绍道。

昨日下午，记者到达
救助站的时候，孩子们刚
午睡结束。他们中有的才
两三岁，有的已经十几岁
了，有的伴有智力障碍，还
有的刚做完重大手术。其
中一位叫磊磊（化名）的小
男孩，由于唇腭裂，刚出生
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医
院，经过医护人员几天的
悉心照料后才被送入福利
院。“当时他唇腭裂比较严
重，太小又不能做手术，一
直到今年年初才完成了唇
腭裂修复手术。”工作人员
说，今年中秋节是磊磊第
一次以“高颜值”过节。在
活动室里，磊磊看上去要

比以往还要开心，因为他
可以张开嘴尽情地欢笑
了。还有一位叫小秋(化
名)的自闭症患儿，今年
差不多六七岁了。回忆起
他的经历，工作人员记忆
犹新。“他刚被安排进福
利院的时候，正好是秋
季，离中秋节很近，所以取
名‘小秋’。”工作人员感慨
地说，“可能他无法意识到
过节对他的意义，但想必
他的亲人在团聚的佳节会
特别想他吧。”

记者了解到，每逢过
节前，都会有社会爱心人
士、爱心团体来这儿给孩
子们送关爱送温暖，今年
当然也不例外。同时，他
们的住宿条件越来越好，
得到的照顾和帮扶也越来
越多。这里的孩子就像是
兄弟姐妹，团圆节里，他们
只要能玩在一起，就是过
节的最好方式。

学子·月是故乡明 地点：北京大学 南师大中北学院

工友·聚餐不醉不归 地点：357省道丹阳互通立交段建筑工地

菜商·好想回老家过节 地点：开发区新欣市场

铁路人·为旅客团圆护航 地点：火车站南广场

福利院孩子·“兄弟姐妹”在一起就是过节
地点：救助站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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