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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近
日，有市民致电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 反映，称在荣城国际
小区附近三吕故居门口处，路
边栽种的一排树木之间都牵了
铁丝，给行人通行造成不便。
到了夜间光线不足时，这些铁
丝更是让人难以察觉，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能将这些铁丝拆
除。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这条路两边的人行道上都种
了树木，但只有一边的树木间

用铁丝连着，前后约有 30 棵。
“如果是在每棵树上单独绑铁
丝，那肯定是用来固定树木
的，但像这样在树与树之间牵
铁丝，还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
的。”一位路过市民对记者说，
他就住在附近，经常会来这里
走动，对于这个情况，他也很
是纳闷。

“树与树之间都牵着铁
丝，我们走上人行道或者是从
人行道上下来都不怎么方便
了，而且到了晚上光线暗的时

候，不熟悉情况的人往往会注
意不到铁丝，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这位市民说道。

随后，记者就此事咨询了
园林部门，了解到目前该片区
的绿化管理工作还未移交给该
部门。于是，记者又联系了荣
城国际小区建设的相关管理人
员，了解到这些铁丝是他们安
排人员牵上的，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事出有因。据该管理人员
介绍，因为人行道边的路牙是
斜坡式设计，许多车主为图方
便都把私家车停到人行道上，
尤其是附近还有学校，每到上
学放学高峰期时，都会有大量
的私家车停到人行道上，导致
铺设的地砖经常被压坏，并
且，人行道上还有多个下水管
道井盖，车子停在上面时间长
了也会有影响。“之前我们牵的
是缆绳，可没几天就被破坏掉
了，所以不得已才改成了铁
丝。”该管理人员说道，牵铁丝
只是临时性措施，因为小区建
设仍在进行中，附近属施工区
域，待小区建设完工后相关部
门便会接管，届时解决了车辆
乱停乱放的问题，便可以拆除
铁丝了。

树木间牵铁丝存安全隐患
管理方：防止私家车停上人行道

图片新闻

近日，正在312国道值勤的我市交警发现一位扛着一面国
旗的“独行者”。据了解，原来这位年轻人独自一人从苏州出发
步行回山东老家过年，交警对他的行为给予了鼓励，同时提醒
他在徒步行走时要注意安全，并且要休息好不能太劳累。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郭振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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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贺丽华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渊）“快
来买呀，便宜卖了，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11 日上午，吾悦
好孩子幼儿园举办了“寻找年
味”系列活动之一的“爱心义
卖”亲子活动，小朋友化身

“小老板”，正在卖力吆喝。
玩具车、积木、毛绒玩

偶、工艺品、绘本……各种物
品琳琅满目，该园 1~3 楼活动
室变成了一个“大型超市”，吸
引了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孩子
争相购买。孩子们将收到的钱
小心翼翼地装在纸盒里，家长
们负责记账，都忙得不亦乐乎。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可

以让小朋友体验生活的乐趣，
锻炼自己的口才，而孩子们展
现出的社会交际以及语言表达
能力都令我们感到欣喜。”幼儿
家长陈礼说，“更有意义的是，
这些义卖的钱将全部存入爱心
基金专款专用，在孩子们幼小
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的种
子。”

据了解，吾悦好孩子幼儿
园的“寻找年味”系列活动还
有煮腊八粥、蒸馒头、迎新晚
会等，并将邀请丹阳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及舞龙舞狮队来
园表演，让小朋友们近距离感
受文化的魅力。

小朋友爱心义卖迎新年

图为人行道上树与树之间牵着铁丝。

图为义卖现场。 记者 王渊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潇 王国

禹）昨日上午，吾悦广场附近
一辆电动三轮车正在充电，或
因电路短路，竟突然自行启动
冲了出去，将一商家的两块玻
璃墙撞碎。

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吾
悦广场，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这
一事故，市民纷纷围观。在现
场，记者看见有一辆电动三轮
车，车旁一商家的玻璃墙已经
碎了两块，地面散落着大量的
玻璃碎渣，三轮车的前轮已经
冲进了店内。

“当时只听见‘砰’的一
声，然后就听见玻璃碎落的声
音，吓了我一跳！”现场一位
围观的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

不久后，交警就前来处理事
故。

随后，记者从处理该起事
故的交警处了解到，该电动三
轮车当时正在充电，可能是因
为电路短路，突然自行启动冲
了出去撞碎了玻璃墙。

对于造成此事故的原因，
记者也采访了一位修电动车的
师傅，他告诉记者，若电动车
技术不达标，下雨天控制箱会
容易受潮，导致电路短路失去
控制。他建议市民，购买电动
车时最好要选择有质量保证
的，此外，平时也要注意保
养，要保持控制箱及关键部位
的 干 燥 ， 避 免 发 生 意 外 事
故。

三轮车充电或短路
突然自行启动惹祸

图为事故现场。

记者 李潇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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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海莉·斯坦菲尔德主演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大黄

蜂》；佟大为、霍思燕主演剧

情、喜剧电影《来电狂响》；

动画、爱情、奇幻电影《白

蛇：缘起》；王千源、包贝尔

主演犯罪、动作电影《“大”

人物》；动画、动作、剧情、奇

幻电影《命运之夜——天之

杯：恶兆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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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影片：
海莉·斯坦菲尔德主演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大黄

蜂》；动画、爱情、奇幻电影

《白蛇：缘起》；王千源、包贝

尔 主 演 犯 罪 、动 作 电 影

《“大”人物》；动画、家庭电

影《养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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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9

中影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明日停电
1月13日 暂无。

停电信息
1月14日 10kV锦雄 120线（乐能电池、

锦雄机械）09:00-17:00；
10KV乐能125线（乐能电池）09:00-17:00。
1月15日 暂无。

1月16日 10kV皇南 111线，至 11101开

关（新万新村、四方庄、丹阳市朝峰针织制衣厂

一带）09:00-17:00；
10kV钢管122线（全线江苏丰和合金有限

公司）09:00-17:00；
10kV皇南 11104开关以下（阳庄村、庙巷

村、荒灯坝一带）09:00-15:00。
1月17日 10kV导西 11113开关，至 11114

开关,至11116开关（高楼村、陆家村、丹阳市正

阳旅游用品厂、丹阳市浩杰塑胶制品厂、隆家

村、徐家村、丹绿米业有限公司、红日肥业有限

公司一带）08:00-12:00；
10kV白鹤 28101开关以下（美乐钢圈、江

苏广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08:00-13:00；
10kV黄庄28301开关，至28302开关（江苏

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凤凰医疗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08:00-13:00；
10kV机电28401开关，至28402开关（暂无

用户）08:00-13:00；
10kV司北28201开关以下（江苏盛丽绒绸

印染实业有限公司、丹阳市东风绸布印花有限

公司、丹阳市司徒恒宝化工厂）08:00-13:00。
1月18日 10kV埤北 213线（全线：埤城

村、城南村、集镇、城中村王家、杨家、白马岗、

周家丹阳大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丹阳市飞丰

钢结构有限公司、江苏环球机械工具有限公

司、丹阳市埤城造纸）08:00-11:00；
10kV唯益 214线（全线：埤城村、城中村、

唯益工业园江苏省毅捷铁路车辆配件有限公

司一带）08:00-11:00；
10kV埤镇 212至 21201开关间线路（镇南

三队、丹阳市晨光面粉有限公司、林常路一带）

10:30-11:30。
1月19日 10kV窦中22112开关以下（葛

庄、杨元里、沟古、李家、前张市一带）08:00-12:
00。

1月20日 10kV访西26211开关以下（双

茆村东茆孙、晓丽桥、小王、小西茆、西茆、东

茆、塘里、丰城一带）08:00-12:00；
10kV访西 26213开关以下（萧家村前册、

大山头、后册、毛家、肖家带一带）08:00-10:00。
1月21日 暂无。

1 月 22 日 10KV 留墅 11201 开关以下

（早巷村陆家村、留士村,留士村刘家村,留士村

新鹤村、留士李家村、陵口政府、丹阳市精达机

械配件厂一带）08:00-12:00；
10KV胡良 12311开关以下（卫家村、邵庄

东、邵庄北）08:00-11:00。
1月23日 暂无。

1月24日 暂无。

1月25日 暂无。

1月26日 暂无。

1月27日 暂无。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大家翘首以盼的阳光终于要来
了！这个周末，全市都是多云到
晴天气，没有雨水来扰，气温变
化不大。

1 月以来，我市几乎被雨水
“承包”了。每天早晨期盼阳光
的心情，总是被阴沉沉的天气破
坏，和几乎天天打卡上岗的雨水
相比，阳光算是“最懒工作者”
了。

盼啊盼，今明两天，我市终
于可以得到阳光的青睐，感受冬

日暖阳啦！
前段时间，随着连绵雨水而

来的是众多市民对衣服没得干
的吐槽。这个周末，大家赶紧利
用这久违的阳光进行晾晒和洗
涮吧，到了 14日夜里，雨水又要
卷土重来。

据市气象台预计，本月 15~
16日以及 19日前后分别有一次
降水过程。其中 15～16 日受冷
空气影响，气温较低，可能伴有
雨雪冰冻天气，其余时段以云系
变化为主。此外，1月中旬降水
量正常略偏少，旬平均气温偏

高。预计中旬雨雪量 10～20 毫
米，雨雪日4天左右；中旬平均气
温 4℃左右，中旬极端最高气温
10～11℃ ，中 旬 极 端 最 低 气
温-2℃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虽然气温保
持在零度以上，但冬季天气依然
寒冷，市民朋友要继续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特别是体质较弱的人
群，切勿轻易减衣。在这流感高
发季节，市民需远离拥挤人群，
外出时注意保暖，佩戴口罩；室
内每 3小时应通风 15分钟，如果
已经患上感冒，要注意防范交叉

感染以免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2℃到 3℃，白天最高气温：

7℃到8℃。

13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

低气温：1℃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9℃到10℃。

14日全市白天多云，晚上阴

有小雨，早晨最低气温：0℃左

右，白天最高气温：9℃到10℃。

周末多云为主 久违阳光回归

新华社电 岁末年初是市
民消费高峰，也是各类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期。四川
省、成都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
心结合2018年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提示，需重点提防冒充公检
法诈骗、兼职刷信誉诈骗、网络
交友赌博投资诈骗等十类高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以免造成
损失。

其中，冒充公检法、客服退
换货品、熟人、军人购买军需品
等进行诈骗，是电信网络诈骗

中最常见的诈骗手段。比如，
骗子冒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
工作人员，以法院传票、邮包藏
毒、信用卡被人冒用等为由，恐
吓受害人涉嫌犯罪，要求受害
人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或
者在受害人电脑上植入木马程
序，转走受害人账户内资金。

警方提示，此类案件中，市
民在提高警惕的基础上，对于
收到的各类验证码，在任何状
况下都不应告知他人，这是守
住信息、资金的重要安全防线。

此外，兼职刷信誉诈骗，虚
假贷款、办理信用卡诈骗，网络
交友赌博投资诈骗，都利用了
被害人“天上掉馅饼”等心理。

警方提示，不存在任何不
需要签订合同的贷款，应选择
正规融资渠道；足不出户不会
获得高额回报，发家致富要靠
自己的本事，勤勤恳恳工作；虚
拟空间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在
互联网结识的“好友”，一旦涉
及钱财问题，应理性对待，切勿
冲动。

警方提示：
防电信网络诈骗需重点提防十类手法

在家中自测血压是防控高
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不少
患者感觉，自测的血压不太准，
而且左臂和右臂的数值不一
样，到底应该以左侧还是右侧
为准？

关于这个问题，业界也一
直没有定论。理论上，距离源
头较近的一侧应当压力更大，
就像距离水源最近的水龙头内
总是压力最大、出水最快。人
体的右手肱动脉来自头臂干分
支，左手肱动脉来自左锁骨下
动脉，按照“水龙头出水”理论，
右臂测量血压一定会高于左
臂。因此，权威的《诊断学》给
出的标准推荐是测右手手臂血
压。但也有医生对数百名患者
的左右上臂血压进行对比研究
发现，大多数人的左上臂舒张
压要稍高于右上臂。从解剖学
上看，血液从心脏到右肱动脉
的距离，比到左肱动脉要远一
点，因此，右上臂血压比左上臂
低，似乎也合情合理。

因此，2018 年欧洲心脏病
学会给出的高血压管理指南推
荐，第一次测量血压时，应测量
双上肢的诊室血压，当两侧数
值不一样时，选择血压较高的
一侧上肢，作为日后测量的固

定手臂。
尽管权威指南给出了建

议，但深圳大学总医院心内科博
士董逢泉提醒，测血压的最终目的
是减少心血管事件，了解心血管、
脑血管的压力是不是过大，会对血
管壁造成破坏。总体来说，左右手
臂的血压差异并不大，任何一个健
康人的两上肢血压都可能存在
5～10 毫米汞柱的差异；且即
使不换手，同一侧上肢连续 10

次测下来，也会存在很大的差
异。

比选择左右臂更关键的
是，为保持测量的稳定性，建议
测血压前 30分钟内不喝浓茶、
咖啡，不吸烟、饮酒，也避免憋
尿；在测量之前最好静坐 5 分
钟，避免剧烈运动；找准位置，
避免气囊太紧或太松，这样得
出来的血压数值，才更具临床
价值。 （新华）

测血压，左臂右臂哪个准？

众所周知，牛奶中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乳糖、脂肪、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和无机盐等多
种营养物质，并且容易被消化
吸收，是十分理想的营养物质。

常温牛奶是均匀的液体，
为什么一加热就会出现一层膜
呢？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乳
脂肪的膨胀和乳液粘度的下降
促进了脂肪的上浮，使脂肪聚
集到牛奶表面。随着加热的持
续进行，脂肪球膜蛋白发生变
性，失去脂肪球膜的脂肪不稳
定，很容易凝结在一起。同时，
凝结在一起的乳脂肪还会吸附
牛奶中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降低表面张力，最后形成更稳
定的皮膜，使这层“皮”变得更
加牢固，不易破裂,这就是我们
经常看到的“奶皮”。

那这层奶皮到底能吃吗？
煮出奶皮不代表剩下的牛奶中
就没有脂肪，撇去奶皮的牛奶
不等于脱脂牛奶，所以奶业相
关专家针对此认为：奶皮要不
要吃，还是应当因人而异。对
于需要控制脂肪摄入量的人
群，如肥胖、血脂高和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等人群，应当适量吃
或不吃；但正在生长发育的孩
子，还是建议把奶皮一起吃下
去。如想避免奶皮形成，牛奶
加热后需不停搅拌。

煮牛奶虽是日常小事，可
如果加温不当，容易改变牛奶
中的成分，影响其营养价值。
那么怎样煮牛奶好呢？

1.不能高温久煮。

鲜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钙和维生素。当鲜牛奶加

热到 62℃持续数分钟后，蛋白

质微粒由溶胶状态变为凝胶

态，随着温度不断升高,蛋白质

的变性也逐渐增加。同时酸性

磷酸钙形成沉淀，从而影响了

人体的吸收。当奶温加热

95℃持续 20分钟时，维生素C
破坏60%；当温度达到100℃以

上时,牛奶中的乳糖会出现褐

变，并大大改变了牛奶的新鲜

风味。因此鲜牛奶只需加热

80℃左右即可。若加热温度过

高会造成营养成份的大量损

失，并且煮的时间越长损失就

越多。

2.不能加糖煮。

因为牛奶加入糖后，牛奶

中含有的赖氦酸与食糖中的果

糖在加热后形成果糖基赖氨

酸，这种物质不但不能被人体

吸收利用,而且还会危害人体

健康。而且糖是酸性物质，牛

奶中的钙是碱性物质，二者相

遇会使钙的有效含量大大降

低，从而影响了牛奶的营养价

值。婴幼儿饮用牛奶可加入少

量冰糖，因为冰糖中含有易吸

收的果糖。加入冰糖的牛奶接

近母乳，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有好处。

有的人喜欢直接加热袋装
牛奶，但这样到底好不好呢？
牛奶的外包装内侧有一层铝
箔。虽然只有很薄的一层聚乙
烯膜将铝箔和牛奶隔开，但是
聚乙烯膜的熔点一般在 120摄
氏度以上，远高于水的最高温
度，所以不可能在水煮过程中
出现破损和熔化，铝箔也不可
能析出重金属铝，所以是可以
直接饮用的。但是加热时最好
先把牛奶从袋子中倒出来，不
然奶皮会黏附在包装袋上，既
丧失了牛奶的美味又会造成脂
肪流失。 （新华）

牛奶表面为什么
会有层膜？

>>> 生活小百科

因管道碰接，1月13日21:00
至次日凌晨 5:00，大泊集镇区域
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该片区
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解！

停水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