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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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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家

庭、喜剧电影《小猪佩奇过

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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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家庭、喜剧电影

《小猪佩奇过大年》；动画、

冒险、喜剧电影《熊出没·

原始时代》；王大陆、林允

主演爱情电影《一吻定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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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影指南2019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问世间晴为何物？”

“太阳根本不想上班！”“太阳公
公，丹阳需要你！”“已经没有衣
服穿了！”……持续的阴雨，让太
阳成了“奢侈品”，市民和网友们
抱怨连连。

而这样的连绵阴雨天还将
持续下去。记者从气象部门获
悉，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我

市以阴天为主，暂时没有雨水来
扰，但是气温只有 0-8℃，体感
潮湿阴冷。

虽然暂时逃离了雨水的“魔
爪”，可到了18日，阴雨天气又将
卷土重来。而根据目前气象资
料分析，由于冷暖空气活动频
繁，下周全市仍大多是时阴时雨
天气，日照稀少。

此外，未来一周，南方阴雨

雪天气也将持续，江淮、江汉部
分地方近期可能出现雨雪转换
的天气。17 日至 18 日，南方降
雨将明显加强，广西到江南东部
可能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
暴雨到大暴雨。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偏北风 3 到 4

级，早晨最低气温: 1℃到 5℃，

白天最高气温: 5℃到 6℃。

17 日全市阴，早晨最低气

温: 0℃到 1℃，白天最高气温:
7℃到 8℃。

18日全市阴有中到大雨，早

晨最低气温: 4℃到 5℃，白天最

高气温: 7℃到 8℃。

双休阴天为主 气温持续低迷

春节假期一过，新一年的
工作又纷至沓来，导致很多处
于适应期的人们睡眠不足，又
或假期内聚会多，天冷爱吃火
锅或烧烤，再加上喝些酒，就容
易“上火”而患上口腔溃疡了。
在民间，口腔溃疡俗称“口疮”，
口舌生疮，寝食难安。如何能
够快速让溃疡愈合，很多人尝
试了不少办法，但是收效甚
微。在此，临床药师给出了一
条快速愈合的招，不妨一试。

口舌生疮，寝食难安

口腔溃疡起病较快，不知
不觉在口腔黏膜上出现一个小
小的溃疡性损伤，比如唇内侧、
舌头、舌腹、颊黏膜等，形象地
说就是“口舌生花”。

这个又白又黄的溃疡，虽
然面积不大，但是发作时疼痛
强烈、局部灼痛明显，严重的还
会影响饮食和说话，疼起来什
么样的美食也不敢下口，给日
常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市民小王前段时间就出现
了口疮，绿豆大的溃疡发生在
舌尖下面，吃东西时疼痛不已，
用了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治口
腔溃疡的药，涂抹在溃疡表面，
谁知糨糊一样的药膏遇到唾
液，起了莫名其妙的效果，感觉
整个嘴巴都要被封住了，黏糊
糊。连用两天止痛消炎的药效
果并不明显，后来改用中药喷
剂，两次就明显改善了疼痛，只
不过，此中药喷剂的刺激性太
强，又辣又苦，整得人只想飙
泪，不敢多用。

药师：
止溃疡，有效方不止一个

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让口
腔溃疡愈合呢？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药学部药师刘国栋介

绍，他本人值夜班多年，因为睡
眠不好而常常口腔溃疡。根据
多年跟口腔溃疡战斗的经验，
其总结出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在口腔溃疡初发时，每天使用
含溶菌酶（可杀灭口腔细菌）的
牙膏仔细刷 3-4 次牙，加上用
蒲公英 20 克冲冼后泡开水
500ml，放凉后分多次含漱（可
清热解毒）。两者合用，可防止
溃疡变大变深，消炎止痛，能缩
短一半病程。

不过，刘国栋称，如果是严
重的口腔溃疡建议还是找专业
的口腔医生进行治疗。

口疮两周不愈合，
快看口腔科

普通的口腔溃疡一般一周
左右便会自愈。需要警惕的
是，很多时候舌癌的表现症状
和口腔溃疡极为相似，都是出
现白斑、白色溃疡或不明原因
的肿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教授张志
愿指出，口腔的疾病自然要看
口腔科，很多人对舌癌不了解，
但是舌癌也是从最不起眼的口
腔溃疡开始的。

如何鉴别舌癌和口腔溃疡

呢？张志愿说，舌癌引起的溃
疡，是不会轻易痊愈的，因此，
如果口腔溃疡超过两周不痊
愈，要前往医院就医，千万不要
掉以轻心。

服用以下几种药
可能引起口腔溃疡

1、解热镇痛药：如阿司匹

林、双氯芬酸由于本身呈弱酸

性，可刺激口腔黏膜，导致黏膜

损伤。

2、抗菌药：如头孢氨苄、甲

硝唑可诱发口腔变态反应而产

生溃疡。

3、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如奥美拉唑、西咪替丁在抑制

胃酸分泌的同时影响唾液的分

泌，从而诱发口腔溃疡。

4、化疗药：如氟尿嘧啶和

甲氨喋呤及放疗的射线可损伤

口腔黏膜引起口腔溃疡。

特别提醒：

当发生药源性口腔溃疡
时，最好能咨询医生或药师能
否停止所服的药物并改用其他
药物，如果不能停药，要加强口
腔的护理，并积极治疗口腔溃
疡。 （新华）

一提到猪，我们的脑海里
可能会想到各种憨态可掬的
猪的形象，像二师兄猪八戒，
还有可爱的小猪佩奇等。在
我们脑海中似乎默认猪就是
傻乎乎的一种动物，但是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

科学家研究显示，猪和黑
猩猩、大象、海豚、人类等高智
商物种一样，具有认知能力。
科学家将猪与其他动物进行
对比，结果出乎大家意料，猪
具有不错的长期记忆，擅长迷
宫游戏，能完成定位寻找物体
的任务。2015年，德国和荷兰
的研究人员也对猪进行了一
系列的实验，结果发现猪不仅
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符号、语
言，掌握涉及动作和物体的复
杂符号和标志，同时也具有情
感特征，会表达超出预期的快
乐或悲伤情感。其实在上世
纪90年代，实验者就通过试验
找到了猪很聪明的证据。试
验中，猪要接受研究人员训
练，用嘴巴移动屏幕上的指
针，并用指针找到它们第一次
看到的涂鸦。结果显示，它们
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居
然与黑猩猩差不多，因此猪的
聪明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在人们的印象
中，猪总是一身污泥，似乎不
太讲卫生，但这里需要为猪

“正名”。千万不要想当然地
认为它们就喜欢待在又臭又
脏的环境里，它们可能是已知
圈养动物中最聪明又爱干净
的之一，甚至超过猫和狗。猪
在泥潭里打滚是由于猪的身
体构造，因为猪没有汗腺，所
以才会在泥浆中打滚以便让
身体保持凉爽。

值得一提的是，经研究发
现，猪还存在和人类一样的生
理和行为相似性。猪能够迅
速了解镜子的工作原理，并且
运用镜子的反射功能观察周
围环境，找到食物。猪在记忆
食物储存点以及每个储存点
之间的联系上也有着杰出表
现。例如：当猪 A 察觉猪 B 知
道食物储存在哪里时，猪A就
会马上意识到要跟随猪 B；而
猪B就会想方设法把猪A甩掉
以便自己能够安心用食。不
止如此，猪还能够迅速学会一
项新规则。比如，猪能完成跳
圈、赶羊、旋转等动作，这些动
作猪不仅学起来很快，而且很
难忘记。

看起来圆滚滚憨厚的猪
居然还是动物界中的“高智商
族群”，以后我们可要正视聪
明的猪了。 （新华）

口腔溃疡，如何快速愈合？

新华社厦门2月15日电
记者从铁路警方了解到，在今
年春运期间，部分列车上发生
因不当操作自热火锅、自热米
饭等自热食品引发的安全事
件，特别提醒返程旅客，在乘
车时需格外注意自热食品的
有关操作规范。

13日11时许，在厦门开往
北京的K572次列车上，厦门铁
路公安处乘警接到报警，称 2
号硬座车厢有个女性旅客在
加热自热米饭时发生危险。
经现场紧急查验后发现，该旅
客因第一次加热自热米饭，在

加热过程中见气孔一直冒烟，
怕被蒸汽烫到，便将自热米饭
装进塑料袋里，并系紧袋口，
致塑料袋膨胀并险些发生爆
炸。

1月28日19时20分左右，
在厦门北开往昆明的G1684高
铁上，9 号车厢烟雾报警器被
触发，乘警和列车长迅速赶往
该节车厢。经现场查看，一名
尹姓旅客在加热自热米饭时，
将加热包内的生石灰直接倒
入塑料盒内，加水后引发大量
烟雾，从而触发烟雾警报器，
乘警遂对尹某的不当操作行

为给予批评教育。
铁路警方提醒，自热火

锅、自热米饭作为一种方便携
带的食品，如加热不当，则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由于自
热食品的加热包中包含生石
灰，当加热包外包装遭破坏，
水与生石灰直接接触会释放
大量热量，极短时间内即可使
水蒸气温度达到上百度，极易
烫伤自己及邻座旅客。

警方提示，如果乘客缺乏
加热自热食品的经验，应当尽
量避免在乘车时选择类似食
品。

铁路警方提示：
乘车需谨慎选择自热食品

己亥说猪己亥说猪————

猪的智商
超乎你的想象

新华社电 天气寒冷，心血
管疾病高发。记者从长沙市中
心医院、湘雅三医院了解到，近
期，医院收治的心血管疾病患
者激增，其中不少为心衰患
者。专家提醒，天气寒冷，患有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注意休
息，注意保暖，减少户外运动，
避免诱发心衰。

据湘雅三医院心血管病专
家江凤林副教授介绍，心衰是
指心力衰竭，是心血管疾病的
终末阶段。冬春季是心衰的高
发季。近期，医院收治的心衰
病人激增，一些患者心衰发作
与过年休息不好、暴饮暴食、寒
冷空气刺激有关。

据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泽华介绍，
心衰患者可出现腹胀、食欲不
振、呕吐、水肿、咳嗽咳痰、疲乏
无力、呼吸困难等症状，有些患
者的症状与哮喘发作相似，容
易被误诊为哮喘而耽误治疗。

专家提醒，冬春季，心血管
疾病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坚持
用药，定期复查，药物不可随意
停用，注意低盐饮食，可以适当
服用维生素，避免刺激性食物，
每天控制饮水量，避免一次喝
太多水，避免过多进行户外运
动，可选择太极拳等健身方
式。有明确病史的患者要随时
携带速效救心丸等药物，症状
加重时应及时就医。

心血管病人天冷
应减少户外运动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近
日，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和大麦网运营企业北京红马传媒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存在传播淫
秽色情等有害信息行为被北京

“扫黄打非”部门处罚。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转办的举报线索，北京市“扫
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市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总队于 2019年 1月
初开展核查，查实百度、大麦网

存在传播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
行为。

经查，2014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百度贴吧频道的

“强制绝顶装置吧”提供含有诱
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
和违法犯罪的宣扬淫秽色情内
容的网络漫画。2018年11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大麦网通过

“明星团体”频道提供含有违禁
内容的网络出版物。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近日依法责令北京百度网
讯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红马传
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
20000 元和 5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目前，百度已将涉案漫画
删除，并关闭相应贴吧。大麦
网已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删除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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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15日电
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和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15日联合召开
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嫦
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
命名：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
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呈三角
形排列的三个环形坑，分别命
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着陆
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
命名为泰山。

据悉，2019 年 2 月 4 日，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批准了
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
四号高分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
的嫦娥四号着陆点及其附近 5
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这是我
国月球探测工程科学数据成果
在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上的又一

次重要应用。
天河在中国古代是对银河

的一种别称，在中文中又有“开
创天之先河”之意，这与嫦娥四
号实现世界首次月背软着陆及
巡视勘察开创人类月球探测史
先河的历史地位相符。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李春来介绍，根据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的命名惯例，着陆点名
称之前需加一个拉丁词语 Sta⁃
tio，因此命名嫦娥四号着陆点
的 名 称 为 天 河 基 地（Statio
Tianhe）。目前只有美国阿波罗
11号着陆点名称静海基地（Sta⁃
tio Tranquillitatis）和嫦娥四号
着陆点的名称天河基地（Statio
Tianhe）享有基地（Statio）这一
称号。

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能从一
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在月球探
测及其科学研究工作上所取得
的成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
合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国家
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
任刘继忠表示，我国利用探月
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高分
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嫦娥四号
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获得批
准，是对嫦娥四号任务开创人
类先河伟大壮举的纪念，是开
展嫦娥四号科学研究与应用所
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原创性成
果，也是我国对世界月球探测
的又一贡献，为国内外科学家
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
了位置标准及基础数据。

新华社华盛顿2月14日
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韩国
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14 日在波
兰华沙会晤，双方就推动半岛
无核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声明
说，蓬佩奥和康京和讨论了当
前推动朝鲜实现“最终、完全
经验证的”无核化的相关努
力，并互相通报了两国和朝鲜
分别接触的情况。双方还表
示，愿继续致力于美日韩三方
合作。

13日，蓬佩奥在当地分别
接受两家美国媒体采访时表
示，美方非常希望即将于本月
底展开的美朝最高领导人会
晤取得良好成果，推动朝鲜半
岛无核化迈出重要一步，以缓
和该地区紧张局势。而如果
会晤取得良好成果，美方愿意
减轻对朝经济制裁。

蓬佩奥在受访时还透露，
美方本周末将派团队前往亚
洲，继续为美朝领导人会晤做
准备。

2018 年 6 月，美国总统特
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
声明，就“建立新的朝美关系”
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
平机制”达成一致。特朗普承
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
恩则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
岛完全无核化”。

特朗普本月 8 日说，他和
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于本
月 27日至 28日在越南首都河
内举行。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
月 15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 15
日发布公告说，部署在西北
部普斯科夫州的俄空降兵某
兵团日前进行了模拟战斗演
习。

公告说，演习中，600多名
空降兵和9辆步兵战车成功空
投至3个机场。执行运输任务
的是伊尔-76MD大型军用运
输机和米-26、米-8 直升机。
空降部队到达地面后，迅速消
灭了机场“模拟敌人”，并将机
场转为野战机场。

公告说，此次模拟战斗演
习共出动 2000 多名军人、300
多辆各型军车和 20 多架作战
飞机。

白宫说特朗普将
宣布美国进入国
家紧急状态

美韩外长讨论朝鲜
半岛无核化问题

俄罗斯举行空降
作战演习

百度、大麦网因传播有害信息被处罚

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

新华社华盛顿2月14日
电 美国白宫 14 日发表声明
说，总统特朗普将签署政府拨
款法案，并将动用行政手段，包
括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
态，以阻止边境上的“国家安全
和人道主义危机”。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
人佩洛西随后表示，美国与墨
西哥边境上的情况并不构成紧
急状态，她将评估予以应对的
法律手段。白宫新闻秘书桑德
斯回应说，已做好准备应对来
自民主党的法律挑战，但她未
透露特朗普何时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

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首相“脱欧”动议

新华社伦敦2月14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 14 日投票否决
了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一项
动议，该动议要求议会支持政
府与欧盟谈判修改“脱欧”协
议。

当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
辩论，最终以 303 票反对、258
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这项
动议。投票时，执政的保守党
部分“脱欧派”议员因担心该动
议可能导致英国排除“无协议
脱欧”可能性从而拖延“脱欧”
而最终选择弃权。

以 色 列 与 美 国
“猎鹰”联合军演
结束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4
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 14 日说，
以军和美军代号为“猎鹰”的
联合军事演习于当天结束。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猎鹰”联合军演旨在演练美
以军队在各种紧急状况下的
应对能力，包括以色列防御地
对地导弹的能力等。

美国空军驻欧非空军副
司令杰弗里·哈里吉安说，这
次联合军演重点是训练美军
同以色列国防军快速部署和
整合的能力，以完成弹道导弹
防御、救灾与人道主义援助等
任务。

以色列空军指挥官拉恩·
科哈夫说，此次联合军演旨在
加强两军协同作战，加深相互
理解，演练紧急命令和程序的
执行。

“猎鹰”军演于本月 10 日
至 14 日在以色列举行，超过
300 名美国军人和约 400 名以
色列士兵参加了此次军演。
声明说，“猎鹰”军演每年举行
一次，旨在加深美以军队间的
战略伙伴关系。

俄土伊联合声明
强调维护叙利亚
主权领土完整

2 月 14 日，在俄罗斯索
契，俄总统普京 （中）、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右）和伊朗
总统鲁哈尼在出席新闻发布会
前握手。 俄土伊三国总统会
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三国
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叙利亚主
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并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
则。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2
月 14~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

努钦在北京举行第六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对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
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

实施机制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
及中方关切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
共识，并就双边经贸问题谅解备
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双方表

示，将根据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
期限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

双方商定将于下周在华盛
顿继续进行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新华社莫斯科 2月 15日
电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
尔·科纳申科夫15日说，2018年
4 月发生在叙利亚的“化武袭
击”事件系西方国家“导演”，对
国际关系体系造成了不良影
响。

科纳申科夫说，俄方对英
国广播公司制片人指认叙利亚

“化武袭击”视频系人为导演一
事“并不感到惊讶”。谎言迟早
会被公之于众，而此类基于谎
言的事件对国际关系体系造成

不良影响。
科纳申科夫说，某些西方

国家在“化武袭击”发生后以
“保护叙利亚人民免遭化武威
胁”为由对叙发动导弹打击，现
在却“忘记”自己所作所为，试
图逃避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
的责任。

本月 13 日，英国广播公司
制片人利亚姆·达拉提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文称，经过近六个
月调查，他“完全确认”2018年4
月发生在叙利亚杜马镇的“化

武袭击”相关医院视频系人为
导演拍摄。

2018年 4月 7日，大马士革
东古塔区杜马镇据称发生“化
武袭击”。叙利亚政府坚决否
认使用化武指责，称有关消息

“是反政府武装支持的媒体编
造的假新闻”。美国随后联合
英国、法国对叙军事设施实施

“精准打击”。此次行动的合法
性遭到一些国家质疑。国际社
会呼吁公正调查叙利亚“化武
袭击”事件。

俄罗斯说西方国家“导演”叙利亚“化武袭击”

印控克什米尔

地区发生自杀

式袭击事件至

少30人死亡
2月14日，在印控

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
加以南的普尔瓦马地
区，印度士兵在袭击现
场附近警戒。印控克
什米尔地区14日发生
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
至少30名印度中央后
备警察部队士兵在袭
击中死亡，另有数十人
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