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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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暂无。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昨天是农历腊月初
八，我国大多数地区有喝腊八
粥的习俗，俗话说“过了腊八就
是年”，腊八来了，春节的脚步
近啦！不过，记者从市气象部
门获悉，近期将有新一轮的雨
雪天气影响我市，同时带来气
温的下降，大家注意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

最近几天，由于冷空气势
力较弱，雾和霾成为天气舞台
上的主角。昨天，走失的太阳
终于回来了，被阴雨霸屏这么
久，终于见到明媚的阳光了，

那叫一个心潮澎湃，热泪盈
眶！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
市仍然是是晴天，不是露脸五
分钟的那种，提醒您晾晒工作
需抓紧！错过了今天的阳光，
再见到太阳将会是下一轮雨水
过后。好天气总是很短暂，接
下来令人悲伤的是，随着冷空
气南下再度和暖湿气流结合，
新一轮雨雪再度来袭（大风+
降温+雨雪），阳光将再度“失
联”。预计未来几天受冷空气
影响，我市气温将下降到零
下，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薄冰，

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东风 2到 3
级，早晨最低气温：-1℃左右，

有薄冰，白天最高气温：8℃到

9℃。

15日全市阴有小雨转雨夹

雪，早晨最低气温：2℃到 3℃，

白天最高气温：6℃到7℃。

16 日全市雨夹雪渐止转

阴，早晨最低气温：-1℃左右，

有薄冰，白天最高气温：3℃到

4℃。

新一轮低温雨雪天气将至

对年轻人来说，偶尔摔个跟
头可能不算什么事，但老年人却
经不起这一摔。摔跤过后不但可
能造成脑部受伤、骨折等严重外
伤，可能还会带来极大的心理创
伤。

最容易摔倒的6个时刻

摔倒虽发生在一瞬间，但引
发的条件是长期形成的。

起床时

清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时段，血压、血糖等指标可能不稳

定，易令人产生头晕、头痛、眼花、

胸闷等症状。

此时如果急着起身活动，摔

倒风险大大增加。建议老人慢慢

起身，动作放缓。

洗澡时

浴室湿滑，老人行动力下降，

洗澡难免用时更长。当温度逐渐

升高会导致血管收缩、出汗增多，

造成缺氧、头晕、目眩等症状。

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不宜洗

太长时间。注意在浴室铺设防滑

瓷砖、防滑垫等。

起夜时

据临床统计，超过 50%的老

人骨折是起夜时摔伤造成的。起

夜时的血压变化造成脑供血不

足，造成短时间头晕，而夜间光线

昏暗，老人视力差，再加上半夜头

脑不清醒，极易摔伤。

所以最好在老人手边安置一

个夜灯，或老人起夜时叫醒家人

搀扶。

接电话时

很多老人一听到电话铃响或

震动就会条件反射地紧张，急着

去接听，忽略了肢体动作的协调

性。

不要给老人选择过于尖锐急

促的铃声，老人也要有意识地培

养自己慢慢接听电话的习惯。

上下车时

拥挤的公共交通很容易让老

人摔倒，所以老人最好不要去挤

公交。

腿脚不灵活的老人应配备拐

杖，尽量选择有家人陪伴时或人

少时出行，避开交通高峰期。

坐扶梯时

老人的平衡能力差，即使扶

着扶手，也可能站立不稳。所以

尽量选择乘直梯，如果只能选扶

梯，应保持双脚等肩、分开站立的

姿势。

摔倒最大的影响是引发骨
折，主要部位为髋关节、脊椎骨、
手腕部等处，其中髋关节骨折最
严重，30%的患者能恢复到先前
的移动水平，50%会丧失独立生
活能力，半年内死亡率达 20%~
25%。

由于老年人对疼痛的感知力
差，往往忽视问题，越拖越严重。
所以如果老年人摔倒，出现身体
不适，一定要尽快就医。

老年人容易跌倒的原因

老年人跌倒原因分为内因和

外因。
内因包括自身生理或病理变

化导致身体机能下降，通常来讲
有4种情况：

许多老年人常见病可导致跌
倒，如糖尿病、高血压、脑血管病、
帕金森等。

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科疾病
可引起视力下降、视野缩小，容易
导致跌倒.

衰老导致感觉迟钝、反应变
慢；衰老导致骨骼肌肉系统退化，
肌肉力量和关节灵活性下降，容
易诱发跌倒。

老年人易患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引起平衡能力下降。

外因包括一些容易诱发跌倒
的环境因素，如室内外地面不平
或湿滑、环境杂乱；穿着衣物不合
适，如衣服过大过长、鞋不合脚、
鞋带过长等；服用某些药物，如降
压药易出现低血压、头晕，镇静药
易嗜睡、视物模糊，降糖药容易令
人头晕、无力。

老年人一旦跌倒，可自己先
试着挪动身体，检查四肢有没有
知觉，然后分别借助腿和背部力
量平移，弓起腿翻身，侧身用手跪
立，再找支撑物站起。整个过程
需谨慎缓慢，不能自行勉强行动，
还要尽力呼叫求救。

其他人发现老年人跌倒，不
要急着扶，先看其意识是否清醒，
意识不清，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意
识清醒，要询问老年人对跌倒的
记忆，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感受，如
果没有任何身体不适，可缓慢扶

起。

练好3处肌肉防摔倒

肌肉力量减弱会增加跌倒风
险，因此对老人来说，最应护好三
处肌肉。

身体机能衰退，造成老人眼
部肌肉无力，眼睑松弛遮挡视线、
视物不清；

躯干核心肌肉无力，弯腰直
起困难，容易疲劳；

下肢肌群弱，大腿无力，致使
平衡力变差，都会增加摔倒风险。

常做以下 5 种训练，能有效
预防摔倒。

1. 眼肌训练

取坐位或站立位，双手拿一

个物品由远及近缓慢移动，集中

精神凝视物品的某一点，当达到

该点图像模糊临界点时，停止移

动，凝视该点3~6秒。

当移动物品由近及远时，放

松心情观看所拿物品全貌，有助

于提高睫状肌调节能力。

每次锻炼 30 分钟，每天 1
次。另外，老人每天可热敷面部、

眼部，增加血液循环。

2. 躯干核心肌肉训练

平卧在床上或瑜伽垫上，双

下肢屈髋屈膝，肩背部和双足紧

贴床，腰背部用力，腹部上挺，使

腰、背、臀部离开床，保持6秒；也

可一条腿屈曲、脚贴床，另一条腿

伸直，然后伸髋、抬臀，保持 6
秒。每次30分钟，每天1次。

需注意的是，椎间盘突出、椎

管狭窄、椎体病变等腰椎疾病患

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训练。

3. 下肢肌肉训练

推荐两种运动，每次 30 分

钟，每天1次。

蹲落锻练：集中精神深吸气

后呼气，缓慢下蹲，注意在下蹲过

程中体会股四头肌（大腿前部肌

肉）收缩的感觉，至膝关节屈曲

90度时，保持3~6秒。

站起锻练：取下蹲位，深吸气

并缓慢呼出，将注意力集中在股

四头肌上，缓慢（3~6秒）站起，体

会股四头肌收缩的感觉。

4. 平衡训练

在安全前提下，进行单腿站

立锻炼。

取站立位，双脚与肩同宽，调

神调息，缓慢抬起一侧下肢，尽可

能维持站立时间。锻炼时，双上

肢可活动以保持平衡，但不能抓

扶固定物或他人辅助。

一般维持 30秒左右，然后换

另一侧。每次锻炼30分钟，每天

1次。患有下肢疾病者，如骨质

增生、膝关节炎、静脉曲张等，需

在医生指导下锻炼。

5. 综合锻炼

老人平时可将一种运动作为

主要锻炼方式，并配合其他运动，

如打乒乓球、爬山等，避免枯燥乏

味。

最后，要提醒老人：做事情不
要过于着急，慢一点没关系，还要
保持情绪平缓，不宜过于兴奋或
急躁。

（新华）

老人6个时刻最容易摔倒！如何预防？

新华社天津1月13日电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13 日，腊八节，它是大
年的开场锣鼓，预示着春节的
来临。天文专家表示，今年春
节来得有些早，比去年提前了
11天。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当
前，我国使用的是两种历法，即
公历和农历。春节是属于农历
中的节日。公历平年有 365
天，农历平年有 354天，比阳历
少 11 天，因此过春节有了“提
前 11天的现象”。但也不能无
限制地往前提，提前到了一定
程度，就要加上一个闰月，把它

“错后”，调整过来，因此也就有
了“19年 7闰”法，即在 19个农
历年中加上7个闰年。

“这样，如果上一个农历年
没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春节
就会比上年提前 11天左右；如
果上年农历有闰月，下一年的
春节就会比上年推迟 19 天左
右。”赵之珩说。

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春节阳历日期的变化也就非常
清楚了。2018 年（农历狗年）
是个农历平年，全年共 354天，
比公历年少了 11 天，因而，
2019 年（农历猪年）春节就要
比去年提前 11 天。去年的春
节落在了阳历的 2月 16日，今
年自然就移到了阳历的 2 月 5
日。由于 2019 年（农历猪年）
也是平年，全年 354 天，因此，
2020 年（农历鼠年）春节就落
在了阳历的1月25日。

天文专家表示，喝着香甜
可口的腊八粥，人们对“年”的
盼望又强烈了一些，家家户户
也就开始“忙年”了。

今年春节比去年
“早”了11天

新华社南京 1月 13日电
新交规实施后，买卖驾照分数
的情况频频发生，然而一些骗
子也瞅准“商机”行骗。据江苏
无锡警方统计，仅 2018年 11月
份以来，当地就接报 40多起卖
驾照分被骗的警情。警方提
示，此类案件尚没有明确的适
用法律，犯罪成本低、隐蔽性
强，广大群众应提高警惕，避免
上当受骗。

近期，无锡市民刘先生向
公安机关报案称，前段时间，他
微信上收到一陌生人添加好友
的请求。通过验证后，对方称
是专门买卖驾照分的。利益驱
使下，刘先生同意以200元一分
的价格将驾照分卖给对方，并
约好到交管部门办理扣分。然
而，完成扣分后，他却始终未收
到对方的转账付款，直到数日
以后，他才到派出所报警。

警方总结，此类案件有鲜

明的特点。一是作案时间短且
不受限制，通过手机、电脑等就
可进行操作。二是作案团伙成
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发小卡
片、有人负责送人消分、有人负
责吓退卖分人等。三是专门

“套路”贪小便宜的驾驶员，先
高价诱导司机同意出售分数，
并去交管部门消分，一旦得手
便用各种借口推迟付钱，并微
信拉黑，从此消失。四是钻法
律的空子，目前针对此类案件

尚没有明确适用的法律，加上
卖分本身也是违法行为，很多
受骗用户也不敢报警，担心自
己被抓。

警方提示，广大群众要增
强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首先
要知道，买卖驾照分本身就是
违法行为，不要贪图小便宜将
自己的分数出售。遇到违法侵
害，应及时报警，并积极收集证
据，保存相关信息，为公安机关
破案提供线索。

警方：小心“驾照卖分”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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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近来，
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除了商场
的室内儿童游乐场外，母婴店、
童装店、餐饮店……越来越多的
商家在店内店外放置了一些诸如
摇摇车、乐高玩具墙、小型海洋
球池等简易的游乐设施。记者走
访发现，商家设置的这些儿童简
易游乐设施，其卫生和安全都存
在一定的隐患。

随处可见摇摇车，安全
卫生令人忧

“ 小 朋 友 们 ， 快 来 摇 我
呀！”在一家童装店门口，一辆
投币式摇摇车正播放着“广
告”。店里老板告诉记者，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购买衣物，有
个摇摇车比较方便他们安抚小
孩。

记者走访发现，摇摇车在我

市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小区附近
的便利店、超市门外都摆放着两
三辆摇摇车。“孩子每天都得去
坐上几次，一个月下来，平均每
天要花 5 元钱。”在某小区门口
的一家超市外，孩子的奶奶正站
在一辆摇摇车旁跟别人说着话，
而不满两周岁的孩子则满足地坐
着摇摇车。

记者看到，这台“喜洋洋”
造型的摇摇车已明显有些陈旧，
不仅油漆斑驳，上面还布满灰尘
和 污 渍 。“ 喜 洋 洋 ” 边 摇 边

“唱”着歌，声音刺耳。孩子随
着车子上下摇摆，按动车上的按
钮，车子便发出类似警笛的声音
了，她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遍地开花的摇摇车增加了商
家的人气，也给孩子们带来了不
少快乐。但是，其卫生和安全等
方面的隐患却不容忽视。

在一家便利店门前，一名小

男孩正随着摇摇车前后摇晃。忽
然，小男孩的奶奶惊叫一声，将
小男孩从摇摇车上抱起。原来，
小男孩尿尿了，尿液顺着摇摇车
的座椅流进了脚踏仓里。见此情
况，站在店门口的店员熟练地拿
起一旁的拖把，将摇摇车的座椅
和脚踏仓擦干。大约过了 5 分
钟，一个小女孩坐上了这部摇摇
车。

店员告诉记者，玩摇摇车的
大多是4岁以下的婴幼儿，在玩
的过程中，洒落饮料或小食品甚
至大小便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他
们会用抹布进行清理。“我怀
疑，我女儿得手足口病就是因为
玩摇摇车被传染上的。这车一天
有多少孩子摸过啊，要是不定期
消毒，卫生状况就太令人担忧
了。不让她玩，她就歇斯底里地
哭。”一位小女孩的妈妈非常无
奈。

对此，一位经营者坦言：
“我也是看别人店铺摆出来才去
买了几辆。反正价格不贵，也不
需要办什么手续，收入也相当不
错。每次投币设置为3分钟，一
次投币为1元，两三个月就可收
回成本。”

随后，记者登录一购物网站
输入关键词“摇摇车”搜索后发
现，全网有超过 1.5万件相关商
品。其中，二手摇摇车的价格仅
为 300余元。一位卖家表示，摇
摇车不存在什么“知名品牌”，
很多厂家都能生产。至于生产资
质及是否会遵照相关标准，对方
回避了该问题。

由于投资成本很低，很多商
家都乐于在店门口放上一台摇摇
车。但记者采访发现，几乎没有
商家会想到对儿童摇摇车进行定
期维护，一般都是等到坏了，不
能运行了才会去维修。

采访中，几位经营者均表
示，没有年龄限制，让不让孩子
玩完全取决于家长。而在谈及安
全问题时，经营者称，天天都有
孩子过来玩，从没出现过危险情
况。

免费游乐区，出了事谁
负责？

除了摇摇车外，为了吸引客
源，一些母婴店、童装店、便利
超市或是餐饮机构都设置了儿童
游乐区，供儿童玩耍，此举颇受
消费者欢迎。

在八佰伴负一层的童装区，
记者看到，为了吸引“小顾
客”，一些商家在店内摆放了乐
高玩具、卡通动物模型，甚至还
有的建了小型的海洋球池。

在一家童装店门前，记者看
到，三个孩子正挤在一个小小的
海洋球池中。突然，其中一个小
男孩开始将塑料海洋球向池外
丢，一旁的母亲对于孩子的行为
进行了训斥。店员却并没有说什
么，而是默默地将散落在地上的
几颗海洋球捡起来，直接放回了
池中。一旁的家长对于店员的做
法也没有提出意见。

记者发现，年龄小的孩子进
去玩，家长一般都会坐在边上看
着，但像上幼儿园大班或小学之

类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不管了，
而往往这些孩子就容易出现问
题。

“假如孩子不小心摔伤了，
您想过谁来负责吗？”记者问一
位正在看儿子玩耍的家长。这位
家长表示，没想过这个问题，但
估计商家是不会负责的，毕竟是
免费的，只能怪孩子太皮，自认
倒霉了。

对于这个问题，一位店员
说：“我们这个游乐区是免费
的，没有门票，也就不存在保
险。我们店员会比较留心玩耍中
的孩子们，但最主要的还是家长
要看管好，避免意外的发生。”

部门监管的同时还需家
长把关

对此，一些家长呼吁，相关
部门应加强对超市、商场、餐厅
内儿童游乐设施的监管，确保市
民放心消费。而更多的市民在接
受采访时则认为，无论孩子选择
何种游乐设施，主要还是得靠家
长把好关。

业内人士表示，儿童游乐本
身就容易引发危险，除了寄希望
于安全监管外，作为监护人的家
长必须尽到陪护责任，避免发生
意外。同时，为了避免因为消毒
不严格而发生交叉感染，家长们
应远离“三无”游乐设施，尽量
选择规范的经营场所。同时，该
业内人士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
去玩那些器械破破烂烂或者锈迹
斑斑、电线裸露在外、运转时有
异常声响或者有不正常摇晃等现
象的游乐设施；免费游乐区内人
多拥挤的话，就让孩子等一下；
如果一同玩耍的孩子中有特别高
大或者特别顽皮的，那么也要让
孩子等一下；在不能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不要让孩子去尝试做一
些带有危险性的动作，比如从高
处跳下、滚下或前后滚翻等
等。

记者调查“欢乐”背后的隐患——

儿童简易游乐设施卫生安全令人忧

图为一商场儿童服装专卖店内的简易儿童游乐设施。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刘联芳 虞国庆）有句民谚
称：“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
腐”。每到年前的这段时间，开
发区前艾新民村周师傅家的豆腐
作坊就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每天
都有很多人从各个地方赶来加工
豆腐。

豆腐，不管是对老年人，还
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既是可以变
化万千的美食，更是一种离不开
的年俗，只不过随着现在生活水
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年
轻人没有自己准备豆子去找师傅
磨豆腐的习惯了，都是现吃现
买。但在前艾新民村，每到年
前，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们都会
带着豆子来到周师傅的豆腐作坊
磨豆腐。

“其实家里几个人吃不了几
块豆腐，多数都是送给子女、亲
戚朋友的。我家上月初已经磨过
一次豆腐，都吃得差不多了。前

两天，住在城里的妹妹跟我说，
乡下自己磨的豆腐好吃，所以今
天我又来磨一些，回头再给她送
去。”村民李大妈笑着对记者说
道，“买的豆腐总归没有现磨的
豆腐香，所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
的人，都喜欢自己买豆子磨豆
腐。”

束大爷今年 63 岁，他的电
动三轮车上装满了 6 大桶豆腐，
他一边启动电动三轮车，一边乐
呵地说：“我今天磨了 116 斤黄
豆，豆腐要给十几家亲戚朋友送
去，这一送完，剩下的虽然不多
了，但是心里觉得很开心，总归
是有种过年的气氛，如果年前吃
完了，我可能还要再来磨一
点。”说着，和周师傅打过招呼
后，束大爷便骑上电动三轮车离
开了。

记者看到，这家豆腐作坊的
主人周师傅一直忙着手头的事
情，还有其他几位帮忙的村民在

忙着过滤去渣、煮沸、加压成形
等，前来磨豆腐的人也不时地去
搭把手。

磨完几桶豆子后，周师傅趁
着一点空隙时间点上一支烟，抖
擞精神。几分钟后，他站起来跺
了跺脚，掐掉小半支香烟继续投
入工作。“我们夫妻俩磨豆腐已
经磨了 18 年了，现在一年的收
入大概有个十来万，也算是通过
双手发家致富奔小康了。”周师
傅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很多人都
是上菜市场买豆腐吃，但仍有很
大一部分人喜欢自己磨的豆腐，

“绿色健康，味道更香，吃着放
心，有小时候吃的那种豆腐的味
道。”

不一会儿，又有两位村民前
来磨豆腐了。周师傅一直忙碌
着，他说，每到年前的这段时
间，都会很忙碌，但他很享
受。

年关将至，周师傅的豆腐作坊很忙

记者 李潇 摄

图为周师傅家豆腐作坊里一派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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