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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网购
的普及，年货的花样和数量也
随之增多，“年年有余”不再是
祝语，而成为了现实。然而，
记者发现，每年春节一过，很
多家庭存有大量吃不掉的“年
货”，最后因为过期、变质不得
不丢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一包“开心果”过两
个春节

今年备年货，市民刘先生
说什么也不让家人准备开心果
了，因为有一包开心果从去年
春节时就一直“躺”在刘先生
家茶几的抽屉里，算起来已经
过了两个春节了。“每年过年
前，家人总喜欢买很多坚果作
为招待亲戚的食品，其中必备
开心果，然而，每年过年的那

几天根本吃不了那么多，就都
剩下来了。”刘先生叹着气说，

“还有很多瓜子、花生、饼干什
么的，一过春节基本就想不到
吃，最后过了保质期只能扔
掉！太可惜了！”

“每年春节，双方老人都
会给我们带很多馒头、糕、肉
圆……我们小两口根本吃不
完，平时也懒得做，到最后就
是塞冰箱，一冻冻一年，到了
下一个春节扔掉陈的再换成新
鲜的冰，真心觉得挺浪费的，
也对不起老人家的一番心意。”
家住华南某小区的徐女士如是
说。她称，自己和老公都是外
地人，春节期间会回各自的老
家团聚一下，回到丹阳后就会
带回来很多吃的、用的，感觉
一年都吃不完、用不完，最后
只能“喂”垃圾桶。

一位负责社区垃圾运送的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今年虽然
清理不到烟花爆竹的纸屑了，
但整包整箱的“年货垃圾”还
是比以往多。“有好多还是整棵
没动过的菜，没解冻的腊肉、
香肠，还有起霉点的高级点心
等，很可能还是去年留下来
的！”工作人员猜测道。

俩老人要吃“三冰
箱”的货

家住延陵乡下的老邢夫妇
俩，年后也为吃不掉的东西而
发愁了。原来，他们的儿子今
年春节带着未来的儿媳妇回乡
过年，担心餐桌不够丰盛的老
邢夫妇提早准备了很多食材放
进了冰箱。“家里两个大冰箱，
还借了一个大冰柜回来，都塞
满啦！”老邢指着家里一字排开
的冰箱、冰柜说道。然而，令

他们想不到的是，未来儿媳过
年期间声称要减肥，吃得非常
少，临走前又因为交通问题一
样也没带走，结果大量食材存
了下来。

“人家姑娘第一次上门不能
亏待了，宁可多下来，也不能准
备不够啊！就当是‘年年有余’
啦！”老邢的老伴叹道。最后，为
了不浪费那么多好吃的，老邢联
系了很多城里的亲朋好友，让他
们各自带去一点，省得浪费。可
是问了一圈，大家纷纷表示“家
里准备的东西太多吃不掉啦”！
老邢夫妇也只能自己慢慢“消
化”三冰箱的货了。

追求“仪式感”不代
表浪费

针对年货浪费的问题，多
数市民认为，春节前备年货是

重要习俗，在年味日益淡化的
今天，如果不充足地备上年
货，似乎就少了过年的“仪式
感”。“年年有余”也是生活水
平逐渐提高的表现，宁可多不可
缺。“过年的时候，大家为了买年
货挤超市、商场才能感觉到‘年’
的味道。装满年货的购物车、冰
箱、储物柜……才能体现过年时
高兴团聚的心情。”一市民评价
道。

然而，更多市民则认为，过
年的“仪式感”固然重要，它保证
了“年味”的浓厚。但是，在如今
物质丰富的时代，购物方式便捷
的今日，追求“仪式感”可以更加
环保、节俭。“就像过年禁放烟花
爆竹一样，年照过，但过年的方
式可以改进。年货可以备，但应
该合理打算，根据家庭实际需求
备买年货，避免浪费。”一位退
休教师说。

本报讯（记者 李潇）每年
春节期间，旅游、观影、聚餐、探
亲都属于常规“项目”，而今年春
节，我们这座城市因为“禁放令”
和如约而至的“雪姑娘”，变得更
美了！

近年来，春节自驾旅行很受
追捧，很多市民会选择一家人驾
车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美
食。大年初二，许女士就带着一
家人来到了天姥山。“美食加美
景，更有美丽心情，给自己的身
心放放假，这个春节过得很美！”
许女士在朋友圈里晒图时如此
说道。

和许女士一样，一直希望登
黄山赏景的束女士春节期间也
带着家人去了黄山。此外，没有
选择出去旅行的很多市民也纷
纷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新年的

第一场电影、第一次朋友聚会，
微信朋友圈里的春节很养眼，也
很热闹。

不过，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春节又因为“红袖章”和“雪姑
娘”更加美不胜收。

大年三十夜晚上，王先生和
他单位的三位同事一起，戴着

“禁放执勤”的红袖章在新家园
小区执勤，一直到大年初一凌晨
一点多才回到家中。“禁放烟花
爆竹，少了空气、噪音、垃圾污染
和安全隐患，城市变得更美丽，
空气变得更加清新，虽然我们因
为执勤不能和家人一起吃年夜
饭、看春晚，但丹阳更美了，我们
的付出就值得。”王先生说，春节
期间，因为禁放执勤，他们单位
近 20人都排了班，“为禁放出份
力，城市才会更美丽！”

同样，8日凌晨的一场大雪，
让丹阳银装素裹，美翻了。

“今年过年，计划初一初二
走亲戚，初三初四去北方看雪，
没想到今年在家门口就能赏雪
了，因为一场雪，春节期间的丹
阳，很美！”“银装素裹，大美丹
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最爱丹阳晴后雪，软
红光里涌银山。”8日一大早，微
信朋友圈被雪景刷屏了，一些市
民走出家门拍雪景、打雪仗，也
有摄影爱好者全方位地呈现了
雪景下的美丽丹阳。

禁放令后，“雪姑娘”如约而至，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今年春节，我们的城市更美了

因执行烟花爆竹禁放任务，后巷派出所民警周海忠只能
“违约”放弃与老乡团聚的美好时刻。老乡滕飞获悉后，特意来
到周海忠的执勤岗位，为他送上一条火红的围巾。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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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货的花样和数量也随之增多，但浪费也随之而来——

别让“年年有余”成了“岁岁浪费”

自觉禁燃禁放自觉禁燃禁放
争做文明市民争做文明市民

2019年2月“周日上海
长征医院特约专家门诊”

周日上海专家
坐诊或有变动，具体
以当天出诊为准，专
家信息、医院动态、
科普常识请关注三
院微信公众号。广告

2019年2月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春节放假时间：2月4日（除夕）——2月8日（初四）

日期

2月17日

2月24日

科室

心内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肿瘤科

脊柱外科

风湿免疫科

肝病专科

心内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呼吸内科

消化内科

脊柱外科

妇产科

专家

崔海明

徐茂锦

黄坚

顾国萍

柏乃运

王湛

顾庆国

许臻

谢莹

陈金明

陈向芳

黄树其

胡国萍

柏乃运

顾庆国

齐凤兰

专科名称

影像诊断

神经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肿瘤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
科、甲乳科、
微创外科

胸外科

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

专家信息

肖湘生（上海长征医院）

黄树其（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本院专家）

陈金明（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本院专家）

张翼翔（上海长征医院）

杨峰（本院专家）

唐顺广（本院专家）

张梅（南京中大医院）

顾晓怡（南京中大医院）

王俊生（本院专家）

霍中华
（解放军454医院）

丁永清（本院专家）

陈向东（上海市静安区中
心医院）

赵豪杰（本院专家）

坐诊时间

2月19日、26日（均周二上午）

每周四下午、周五上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五下午、周六上午

每周一上午

每周三、周四
（2月13日、14日停诊）

每周二上午

每周一至周六上午

2月14日上午

2月14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每周二上午

每周二至周四

每周一、周四（均上午）

每周一、周三、周五
（均上午）

专科名称

骨科

骨关节、骨
创伤专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疼痛科

康复科

专家信息

刘伟（本院专家）

文立臣（本院专家）

郭玉东（南京中大医院）

汤备（本院专家）

陶长仲（上海长征医院）

张西毛（本院专家）

黄锁林（本院专家）

刘惠娣（本院专家）

王燕（本院专家）

许珍（本院专家）

赵维英（南京中大医院）

袁春燕（南京中大医院）

孙岩军（南京中大医院）

汤从智（南京中大医院）

坐诊时间

每周二、周四、周六

每周一、周三

每周五（2月8日后正常）

每周一、周四

每周一至周三

每周一、周三（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五（均上午）

每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六

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周日；
每周二下午

每周四上午

每周六上午（2月8日后正常）

每周三（2月8日后正常）

每周三下午（2月8日后正常）

每周五（2月8日后正常）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朱江达 组版：赵勤 校对：姚磊 06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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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2
0.11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5
0.16
5
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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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中影
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吴京、屈楚萧主演冒

险、科幻、剧情电影《流浪

地球》；黄渤、沈腾主演喜

剧、剧情、科幻电影《疯狂

的外星人》；沈腾、黄景瑜

主演喜剧电影《飞驰人

生》；王宝强、鄂靖文主演

喜剧电影《新喜剧之王》；

成龙、阮经天主演动作、奇

幻、喜剧、爱情电影《神探

蒲松龄》；动画、冒险、喜剧

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

朱亚文、刘芸主演动画、家

庭、喜剧电影《小猪佩奇过

大年》；动画、爱情、奇幻电

影《白蛇：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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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6部影片：
吴京、屈楚萧主演冒

险、科幻、剧情电影《流浪

地球》；黄渤、沈腾主演喜

剧、剧情、科幻电影《疯狂

的外星人》；沈腾、黄景瑜

主演喜剧电影《飞驰人

生》；王宝强、鄂靖文主演

喜剧电影《新喜剧之王》；

动画、冒险、喜剧电影《熊

出没·原始时代》；朱亚文、

刘芸主演动画、家庭、喜剧

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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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停电

2月12日 暂无

备忘录节后首周我市或被雨水承包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春节假期画上了句
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节
后首周，新一轮的雨水将铺展开
来，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别忘
记带上雨具。

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天气
舞台格外精彩：先是晴好天气打
头阵，并伴随着气温回升，到了
假期后期，天气君陡然“变脸”，
雨雪、冷空气纷纷来凑热闹。昨

天是正月初六，正值返程高峰，
可天气大戏依然没有结束，给大
家的出行带来了不少麻烦。

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全市是
多云转阴天气。虽说雨雪天气
在今天有一个间歇，但后面天气
真是一言难尽！12日开始又将
迎来新一轮降水，本周几乎是雨
雨雨雨的天气！气象部门提醒，
今天路面将有一定冰冻，对交通
将造成一定影响，大家注意谨慎

慢行。
气温方面，今天气温依旧十

分低迷，最低气温在零下二度。
明天开始气温会有小幅回升，预
计最高气温将升至 7~8℃左右，
最低气温也将在冰点以上。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东到东

北 风 3 到 4 级 ，早 晨 最 低 气

温: -2℃左右，有对交通有影响

的道路结冰，白天最高气温: 3℃
到 4℃。

12日全市阴转中雨，早晨最

低气温: 0℃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 7℃到 8℃。

13日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早

晨最低气温: 3℃到 4℃，白天最

高气温: 8℃到 9℃。

节假日餐桌上轮换着各
种美食,觥筹交错中,酒是当然
少不了。喝醉了如何能快速
解酒？喝浓茶解酒靠谱吗？
喝了酒几个小时后才能开
车？让我们来听听医药专家
怎么说。

吃胃动力药
可以促酒排出吗？

吃多潘立酮或莫沙必利
这些促胃动力药貌似可以让
酒加速通过小肠，减少酒精的
吸收，但别忘了回结肠同样可
以吸收酒精，而且酒精已经吸
收入身体后，更无法通过胃动
力药排出。更何况，有些促胃
动力药，如西沙必利，还可能
增强酒精的镇静作用。

催吐可以促酒排出吗？

在酒精还在胃里的时候，
催吐可以促酒排出，但催吐其
实危害很大，一方面，喝酒者
的意识往往不太清醒，呕吐物
容易被吸入呼吸道，造成肺
炎，严重的还可能窒息死亡；
另一方面，酒精混着大量的胃
酸从食管反流，会腐蚀食管；
此外，还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
和消化道出血。

喝浓茶可以解酒吗？

民间流行说喝浓茶解酒，
但其实没有根据。李时珍说：

“酒后饮茶，伤肾脏，腰脚重
坠，膀胱冷痛。”现代研究发现
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会诱发或加剧头
疼。虽然茶叶中的茶多酚确
实有一定的保肝作用，但酒醉
还是不建议喝浓茶，喝温开水
或喝淡茶可以稀释血液，并增
加尿量。

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解酒呢？

要养成先吃东西再喝酒
的习惯。很多人都有亲身体
会，空腹喝酒容易喝倒。因
此，在喝酒前，应先喝牛奶、豆
浆、米汤，吃些鸡蛋、肉类等高
脂肪、高蛋白的食物。

喝酒前要先吃些青菜。喝
酒以后，食用这些食物依然可以
帮助解酒，其富含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C等更是可以帮助解
酒、保护肝脏和排出毒素。

葛花与枳椇子有解酒作
用。梁代《本草经集注》所收
录的《名医别录》中记载葛花

“主消酒”,唐代的《新修本草》
记载枳椇“和酒则味薄”。由
此可见,葛花和枳椇子及其制
剂具有解酒毒之效。（新华）

聚餐喝大了，
如何解酒才对？

羽绒服不仅可以帮我们抵
挡冬季的寒冷天气，而且比较
轻便，可谓是“冬季一宝”。

羽绒服具有优异的保暖性
能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的。羽
绒拥有立体枝状结构，其绒朵
呈朵状，是由一个绒核及放射
出的很多绒丝组成的。绒丝又
是由许多微小的中空结构鳞片
组成的，其中蕴含了大量的静
止空气，由于空气的热传导系
数很低，从而形成了阻碍冷热
空气流动的天然屏障。

空气可以隔热，那么为何
我们在冬天光着身子置于空气
中，还是会感到寒冷难耐？这
是由于空气会对流，紧贴于身
体的那层空气，接受了身体的
热量，密度就变轻上升，空出的
位置就会被旁边的冷空气及时
补充，所以贴着皮肤的空气始
终是冷的。这时候，当你穿上
一件羽绒服，衣服中的羽绒本
身带有很多小管，这些小管里
面充满空气，而羽绒服的面料
和里料则组成了一个大口袋，
当把富有弹性的羽绒装进这个
口袋时，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支
撑空间，可以用来储藏空气，进
而阻止热对流。虽然羽绒服不
是密封的，但它里外的布料结
构都比较紧密，这个结构正好

可以降低空气的运动速度，与
外界的空气交换缓慢进行，这
样就大大减弱了热传导，提高
了衣服的保暖性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购
一件轻薄又保暖的羽绒服呢？
首先，要看羽绒服标签上的含
绒量，含绒量越高，撑出的空间
越大，保暖性能相对越好。同
时，还要看羽绒的具体成分，目
前最常见的羽绒就是白鹅绒、
灰鹅绒、白鸭绒、灰鸭绒等，一
般来说，鹅绒的保暖性要好于
鸭绒。鹅绒的绒朵大且饱满，
蓬松度好，更保暖，鹅食草、鸭
杂食，所以鹅绒的异味也会小
很多。

从颜色上来说，灰鸭绒和

白鸭绒的保暖性能没有太大区
别，但白鹅绒、白鸭绒价格都稍
贵。这是因为灰色羽绒只适合
深色面料，而白色羽绒颜色浅，
适用面料广，浅色、深色面料都
可以用。从产量上来说，物以
稀为贵，无论鹅绒还是鸭绒，白
色的产量都远低于灰色。

此外，在羽绒服的洗涤过
程中也需要注意，经常清洗会
使得羽绒的绒丝脱落一部分，
蓬松性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降
低保暖性能。一件质量好的羽
绒服，在不影响干净穿着的前
提下，洗涤次数不宜过多，同
时，洗完之后拍打衣物也应尽
量轻一点，以减少对羽绒的伤
害。（新华）

羽绒服为何轻便又保暖？

吃鸡进补，这些部位不要随便吃！
鸡肉是很多人喜爱的肉类

之一，其肉质细嫩、滋味鲜美、
营养丰富。鸡肉的烹调方法有
很多，因此，在朋友聚会、家庭
聚餐中它都是餐桌上的常客。
然而，鸡的身上并非所有部位
都适合食用，也并非所有人都
适合吃鸡。

鸡身上都有
哪些营养价值？

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

肪、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

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等。

鸡冠：含透明质酸，可以消

除炎症，也可以用来制作肉毒

杆菌，对抗肌肤松弛老化。

鸡骨：含有某种蛋白质，可

以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止痛。

鸡身上
哪些部位不能吃？

1.鸡屁股

鸡屁股含有大量脂肪，此

外，还聚集着诸多淋巴组织，淋

巴中可能暗藏着病菌、病毒、致

癌物等有害物质。

2.鸡脖子

鸡脖子是血管和淋巴腺体

集中的部位，不可多吃，吃时最

好去掉鸡皮。

3.鸡皮

鸡皮中脂肪和胆固醇含量

较高，容易导致肥胖，诱发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

4.鸡胗、鸡肝、鸡肾

鸡胗负责储存和磨碎食物，

鸡肝负责代谢、解毒有害物质，

鸡肾与有害物质排泄有关，因

此，应减少食用次数和食用量。

5.鸡头

鸡脑中胆固醇含量较高，

会增加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的患病风险，因而，建议少吃或

不吃。

鸡汤与鸡肉
哪个营养更高？

炖鸡过程中，大量的鲜味
物质会溶解到汤中，因此鸡汤
会变得好喝，但鸡肉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钙等营养成分并不会
流失，只有小部分会溶解在汤
里，因而，炖完汤的鸡肉营养远
高于鸡汤。

鸡汤好喝，
但不适合这些人！

1.“三高”群体。鸡汤中油

脂含量较高，尤其是饱和脂肪

酸。“三高”人群喝后，可能会升

高甘油三酯，增加高血压、中

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胆囊炎、胆结石患者。脂

肪的消化需要胆汁的参与，鸡

汤中的油脂会刺激胆囊收缩，

胆囊炎和胆结石患者不应该常

喝鸡汤。

3.痛风患者。鸡汤经过长

时间炖煮，肉里的嘌呤会溶解

到汤中。如果大量食用，容易

诱发痛风。

4.风热感冒患者。鸡汤性

温，能够补虚，缓解风寒感冒。

但如果是风热感冒，则可能会

加重病情。

如何挑选
新鲜又健康的鸡肉？

1.挑选颜色发白的鸡肉，不

买肉质发红、发黑的鸡肉，因为

活鸡被宰后，血放出来，肉的颜

色就会发白。

2.鸡翅膀上如果有红针眼，

那么鸡肉很有可能被注了水。

用手捏一捏皮层，如果有明显

打滑的感觉，也可能意味着注

过水。

3.如果鸡肉外层微干，不发

黏，用手指压后立即复原，无异

味，说明鸡肉比较新鲜。（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