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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谢谢，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2 月 15 日下午 3
时许，市民邹云华及家人将两
面分别写有“忠于职守 破案神
速”“正义卫士 心系百姓”的
锦旗送到了交警大队市区中队
民警的手中，感谢中队民警放
弃春节休假，克服重重困难，
破获交通肇事逃逸案，将肇事
者绳之以法。

2 月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许，交警大队市区中队接到群
众报警，称南门大街开泰桥北

端处，一名老太躺在路边的花
坛上，且处于昏迷状态。现场
除了一只买菜的拉杆包外，无
任何车辆。接警后，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处置。经对现场初步
勘察以及走访目击者，民警获
悉，伤者是被一辆二轮摩托车
碰倒，车辆肇事后离开了现
场。随后，民警将伤者送往医
院救治。

为尽快破案，市区中队民
警当即展开工作，分头调查取
证，走访群众，调取沿路监
控，深挖线索，力争快速侦

破。然而，由于事故现场没有
监控，现场遗留有价值的线索
极少，这给民警破案带来了极
大困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民
警放弃春节休息时间，通过连
续十天时间的调查取证，在大
量视频中抽丝剥茧，最终锁定
了一辆无号牌的燃油二轮摩托
车，认为该车辆有重大嫌疑。
经分析研判，民警进一步圈定
了肇事车行驶路线，并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相貌。但该车无号
牌，嫌疑人姓名、住所均无从查
起。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
根据车辆行驶路线，以车找人，
深入走访，最终将家住延陵镇的
肇事者张某抓获。

经民警讯问，张某对当天驾
车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自称
当时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南
门大街开泰桥北端时，由于速度
较快，不慎将一名拖着买菜拉杆
包的老太碰倒。因害怕被追究
责任，仓促中驾车逃逸，为躲避
附近监控抓拍，临时改变回家的
正常路线，妄想金蝉脱壳，但最
终还是没有逃过民警的法眼。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
驾驶人：发生事故后，应及时
报警，保护现场并积极救护伤
者，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
逸，以身试法！

无牌摩托车撞人后逃逸，为躲避监控抓拍还临时改变回家路线

民警连续十天调查取证锁定肇事者

图片新闻

为丰富社区居民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居民在欢乐、文明、
和谐、喜庆的氛围中欢度佳节，2月17日下午，由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高新区实践所、高新区文体中心、市文广新局、市总工
会主办，万善园、太阳城、丹金人家、天誉苑和紫竹园社区承办，
万善上院协办的“金猪拱福闹元宵 喜气洋洋贺新年”元宵活动
热闹举行。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蔡静 眭云宝 岳蕾 摄）

元宵节前，水关路东社区组织退管人员和居民开展了“金
猪喜迎春 欢乐猜灯谜”活动，现场200多条灯谜内容包罗万象，
谜面妙趣横生。此次活动不仅营造了节日气氛，增进了居民彼
此间的联络和感情，还加深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姚静 摄）

一觉醒来，外套口袋里
的八百余元不翼而飞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近
日，家住延陵镇的姚女士很是
郁闷，家中门没有被撬，可原本
挂在客厅椅子上的外套却到了
窗户边，口袋里的 800多元钱也
不翼而飞。

姚女士告诉记者，当天起床
后她到客厅穿外套，却发现原本
挂在椅子上的外套不见了，找了
一圈才发现外套“躺”在了北边
的窗户下。“当时我就有预感，是
被偷了，拿起外套把所有口袋翻
了一遍，果然，口袋里的 800 多
元钱不见了。”姚女士说，这钱是
前一天晚上放口袋里，准备第二
天买菜用的，基本上都是零钱，

“虽然觉得是被偷了，但我还是
不死心，家里人都问了一遍，大
家都说没拿，后来我老公在房子
后面发现了一根长竹竿，打开窗
户试了一下，是能够得着我挂衣
服的椅子的，肯定是小偷用竹竿
把衣服挑到窗户边，再把钱拿走
的。”

说起这些，姚女士很是气
愤，但她也觉得，要是自己把窗
户关好，防盗措施做到位，也不
会给小偷可乘之机，“只能自认
倒霉了，大过年的，就当破财免
灾了，以后肯定会吸取教训，不
能麻痹大意，家中门窗一定要关
好。”

图为市民邹云华和家人将锦旗送到交警手中。
记者 王国禹 摄

男子冒充民警 招摇撞骗获刑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符娟）“他说他是警察，
我就毫不犹豫把电瓶车借给他
用了。因为在我心中，警察是
咱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守护者
……”被害人李某有些激动地
说，但让李某想不到的是，他
在网吧里认识的这名“警察”
黄某吉竟然是个“伪装者”。

检方介绍，黄某吉出生于
1988 年，从 2010 年到 2018 年
间，他因盗窃先后 11次被劳动
教养、判处刑罚。 2018 年 6
月，刑满释放。

释放后的黄某吉，觉得上
班挣钱太慢，也挣得太少，便
打起了“骗点钱花花”的主
意。其间，他看到自己家里之
前做保安时的旧制服，看起来
和警察的制服差不多，于是就
想到冒充警察去骗钱，认为肯
定容易得手。

2018 年 7 月初的一天，黄
某吉来到某小区北大门，与保
安闲聊。当时，他谎称自己是

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到小区来
登记户口，因为没有骑车，想
借保安的电动车用一下，小区
保安爽快答应了。

黄某吉骑走电动车后，本
想将该电动车变卖，但是在充
电的时候发现电瓶车坐垫下面
有 1200 余元现金及一包云烟，
当即就将钱和香烟都偷走了。
因为变卖车辆比较麻烦还卖不
了什么钱，次日他又将电动车
还给了小区保安。

作案“成功”后的第二
天，黄某吉又来到某浴室门
口，采取同样的方式，冒充民
警骗取了另一名保安的信任，
将电动车偷走并变卖。

眼见已经成功了两次，黄
某吉得意忘形。

之后的一天凌晨，他来到
某网吧上网，认识了一名网
友，两人还相互加了 QQ。随
后，这名网友看到黄某吉的
QQ头像是公安的头像，且QQ
空间里都是黄某吉穿着制服的

照片，所以就相信这名“公
安”了。当黄某吉开口借车
时，没有丝毫犹豫就把电动车
借给他了。在发现“公安”借
车不还后，受害人报了警。

2018 年 7 月 10 日，市公安
局通过技术侦查，将黄某吉抓
获归案。归案后，黄某吉对自
己冒充人民警察骗取他人财物
的行为供认不讳。

近日，市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以招摇撞骗罪判处黄某吉
有期徒刑九个月，以盗窃罪判
处黄某吉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处罚金一千元，数罪并罚后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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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级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要求和部署，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促进残疾
人托养服务健康发展，现将 2019年市级残疾人托
养中心托养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全日制托养时间：
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
二、对象及条件：
1、托养对象是指具有丹阳市户籍，持有第二代

残疾人证的 16 至 60 周岁之间无传染性疾病的肢
体、智力残疾人。

2、生活、自理、生产等能力弱，本人和家庭有托
养服务需求，由残疾人本人或监护人申请、村（社
区）残协同意、相关机构评估认定适宜托养、镇（街
道）残联批准，并报市残联备案。

3、残疾人家庭须符合我市低保户、扶贫部门建

档立卡低收入帮扶对象、低保边缘户家庭（人均收
入在低保标准 2倍以内）之一，且以往没有参加过
市残联组织的免费全日制托养。

三、报名时间：截止2019年2月28日。
四、注意事项：
1、有意愿参加本年度托养的残疾人朋友、也

可由残疾人相关亲友至所在镇（街道）残联报名。
2、托养地点在市老年公寓。报名后，填写《丹

阳市残疾人托养服务申请表》。名额有限，按先后
报名顺序报满为止。

3、托养人员须自备各种生活用品，其中享有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残疾人，须每人每月缴纳其补
贴的一半。

咨询电话：86700315 市残联张女士
丹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市级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展2019年全日制托养的通告

新华社电 春节假期结束
后，减肥“刮油”成为潮流。全素
餐、水果餐、粗粮餐……专家提
醒，节后疯狂“刮油”小心走入误
区。

“早上只喝酸奶，中午、晚上
只吃水煮菜。”春节后，成都市民
林女士开启了疯狂“刮油”模式，
但几天下来不仅体重纹丝不动，
反而出现了胃痛、腹泻的症状。

“春节假期后，到中心看病的患
者明显增加，咨询减肥的市民特
别多，很多都是因为节日期间吃
太多了想减重。”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
主任刘雁军说，就诊的市民中多
数都在采取节食、全素、全水果
餐的方法减肥，但是，这些方法
容易走入误区。

刘雁军介绍，节食是人为控

制饮食，不会影响胃的大小。虽
然节食初期可以看到明显的体
重下降，但长期空腹却可能带来
更多健康风险，比如产生低血
糖、损伤胃黏膜、影响月经周期
等。而一旦停止节食减肥，只要
过多摄入食物将可能导致新一
轮更为疯狂的体重反弹。

“节后多吃一些清淡少盐、
少油的食物，减少过多油脂摄
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
营养科营养师胡淳宇说，节后减
肥不能操之过急。平日没有运
动基础或假期暂停了健身的市
民如果在假日后陡增运动量，容
易对自身形成伤害。节后锻炼
应当循序渐进，前期以游泳、慢
跑等运动为主，每周坚持3至5
次，时间控制在 1 小时左右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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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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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陆、

林允主演爱情电影《一吻

定情》；成龙、阮经天主演

喜剧、爱情、动作、奇幻电

影《神探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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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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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鄂靖

文主演喜剧电影《新喜剧

之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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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营养科主任医师蒋建华在接
受人民网科普采访时介绍，吃饭
玩手机对人体的肠胃会造成两
方面影响。首先，这种做法不利
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安心吃饭
时，人体的血液是供应给肠胃
的，但是如果还要玩手机，血液
就要被分出一大部分供给大脑
和眼睛，导致没有足够的血液供
应给肠胃，严重影响胃肠的蠕动
和消化液的分泌，继而影响食物
的消化和吸收。长此以往，胃肠
的消化功能会减弱，许多慢性消
化道疾病便随之而来。

其次，就餐期间总是看手机
还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因为一
般来说，人们边看手机边吃饭，
会总是只夹面前的菜，而且倾向

于选择高热量的食物，饮食会比
较单一，营养结构不合理，所以
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蒋建华还提到，吃饭玩手机
容易造成肥胖。因为吃饭时玩
手机会导致人们的心思不在吃
饭上，比如，本来吃一顿饭只要
20 分钟，可是吃饭时看一个视
频也许就要半小时，当注意力全
都集中在手机上的精彩内容时，
人们很难掌握自己的饥饱感，这
就往往导致人们会不经意地吃
多，时间一长，肥肉也就不知不
觉地“攀”上了腰。

鉴于以上原因，蒋建华建
议，人们吃饭时不妨放下手机，
注意均衡进食，特别是本身消化
吸收功能较弱的人，更要注意专
心吃饭，促进吸收。

本报讯 （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璇紫）新学期开学在即，有些
家长却心累：假期里孩子养成了
晚睡晚起等不少坏习惯；还没收
心，作业还没做完……记者昨从
学校以及心理专业人士处了解
到，新学期开学前夕以及开学后
第一周，还有大考前后等几个时
期，亲子矛盾往往容易激化，这也
是一些家长、学生出现异常行为
的高发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我市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

成员耿振美建议，家长应多多学
习亲子沟通以及处理问题的方
法，淡定帮助孩子轻松融入新学
期的学习生活。

支招1：多给孩子时间和
空间

寒假假期最后一天，初一男
孩小磊（化名）假期只顾着玩了，
寒假作业还没有完成。他的家长
几番催促。孩子被催烦了把自己
的房门一关，饭也不出来吃也不
准备上学了。等到晚上看见孩子
还不出来，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动
静，心急如焚的家长赶紧搬救
兵。好在我市家庭教育研究指导
中心成员耿振美为这家人开出了
妙方，当夜就化解了矛盾。耿振
美建议家长不妨把心态放平和一
些，多给孩子时间和空间让他们
自己安排，解决问题。“就算有些

孩子完不成假期作业，在必要的
教育后放他一马，听听孩子的想
法。引导他制定新年小目标，可
以是生活、兴趣等多个方面，而不
是只紧盯着学习不放，让孩子自
己关注自己的学习情况。”

支招2：引导孩子确立新
学期小目标

孩子无法将精力集中到学习
上来，可能是新学期开学时家长普
遍头疼的一个问题。采访中，多位
老师支招：假期除了要保证有规律
的作息外，新学期家长可以引导孩
子确立新学期小目标，还可以和孩
子一起制定小目标，张贴在醒目
处，时时提醒互相监督。家长还可
以和孩子讨论，引导如何达成目
标，多听听孩子的意见。新学期开
学后，迟到现象在幼儿园也常见。
耿振美表示，家长要提前帮助孩子

调整作息，与幼儿园最好一致。还
有孩子出现厌学情绪，可能在家饭
来张嘴，衣来伸手，但幼儿园要自
己吃饭等，于是有了畏难情绪。她
建议家长在家也要多多锻炼孩子
生活能力。

支招3：别把不良情绪传
染给孩子

城区一中学副校长在开学前
两天接到一位家长的来电，向他咨
询如何为孩子办理休学手续。惊
诧之余该副校长向这位父亲了解
原因，对方的回答却让他哭笑不
得，“这个家长找了很多理由：上学
期期末考试孩子的成绩不太好，身
体也不太好，去医院查却查不到原
因，或许心理有问题……”该副校
长交谈中他发现这个家长的心态
就很焦虑，他没和孩子好好沟通
过，也没有和孩子商量过休学的

事，更没有考虑过如果休学，这一
年孩子要怎么度过，他们要怎么帮
助孩子。耿振美认为，这位家长放
大看待孩子存在的问题，看不到孩
子积极的方面，甚至还把自己的不
良情绪传染给孩子，使孩子对待学
业更加消极。家长们平时多听听、
了解孩子的想法，少说教，多给他
们正面的鼓励。比如孩子的成绩
并不拔尖但家长得知他的目标大
学是清华大学时，不要打压他，而
是和孩子多探讨、分析，帮助他努
力向着目标迈进。

开学了，专业人士支招心累的家长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
活质量不断提升，对饮食也就越
发讲究了。民以食为天，人们的
日常生活往往都离不开柴米油
盐酱醋茶。今天，我们就来说一
说油的那些事儿。

超市里的食用油种类繁多，
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
……这些传统的分类让人目不
暇接，“特级初榨”“5S压榨一级”

“精炼”等一连串的概念标识更
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分辨
选择。

这些标识分别是什么意
思？是不是等级越高，食用油就
越有营养？不同人吃的油是不
是应该有所不同？

细细品味，食用油里包含的
学问可真不少。

食用油是如何分类的？

按照生产油脂的原料划分，
食用油主要分为大豆油、菜籽
油、花生油、玉米油、葵花籽油、
橄榄油、芝麻油等。

按照脂肪酸的种类和构成
比例不同，食用油又可分为高油
酸型、高亚油酸型、饱和型和均
衡型等。

高级别等于高营养？
NO！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大多数
食用油一般按照品质从高到低，

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等级越高的食用油，精炼程度越
高，但这并不等于油的营养价值
就越高。精炼的过程是一个去
除毛油中有害杂质的过程，但在
精炼过程中，同时会流失掉很多
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比如流失维
生素E、胡萝卜素等，换言之，级
别越低的食用油，营养成分往往
保留得更好。

各种食用油的特点

1.橄榄油、茶籽油 橄 榄 油
和茶籽油的油酸含量高，食用富
含油酸的油有利于降血脂、抗血
凝、阻止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
此外，橄榄油还含抗氧化物橄榄
多酚、角鲨烯和β-谷固醇，有助
于预防心血管病。

2.花生油 花生油含所含的
各类脂肪酸占比较为均衡，饱和
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
饱和脂肪酸占比大约为 3：4：3，
属于均衡型植物油，压榨生产的
花生油香气浓郁，维生素E和胡
萝卜素等营养成分保存较多。

3.猪油、黄油、牛油、椰子油、
棕榈油 这类饱和型食用油油脂
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
化聚合较少，这类油脂常用来加
工面点，煎炸食品，能打造酥脆
的口感。

4.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
油 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均

富含维生素E，此外，大豆油含卵
磷脂，玉米油含抗氧化物阿魏酸
酯，葵花籽油含植物固醇和磷
脂，这类油脂不耐热，经煎炸
或反复受热后易氧化聚合，对
人体健康有害，因此，适合炖
煮菜肴。

同时，建议不要长期只吃一
种食用油，食用油品种的多样化
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

不同年龄段的人所需食用
油的食用比例偏重可能有所不
同，比如，婴幼儿对脂肪的需求
量相对较高，可以选择 a-亚麻酸
和亚油酸这两种脂肪酸丰富的
食用油，例如亚麻籽油、核桃油、
双低菜籽油等。根据中国营养

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中的推荐，成人膳食中
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应按照1：1：1左
右的比例平衡摄入。

两“看”一“闻”，选油更
放心！

1.看透明度。优质植物油透
明度高，水分杂质少，无沉淀、无
悬浮物。

2.看时间。尽量买生产时间
近的食用油，久了易生酸败。

3.闻气味。无刺激性气味，
如有，可能是加入了化学油或油
提炼不干净。

是不是等级越高，食用油就越有营养？

吃饭还在不停刷手机？
小心“损了肠胃、肥了腰肢”

节后掀起“刮油风”小心走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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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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1
0.14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4
0.17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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