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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如
今，不少上班族在午饭没着落的
情况下都喜欢点外卖或者到小吃
店打包，市民黄女士便是如此。
不过，近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瞬
间没了食欲。当天，在随餐配送
的餐具中，一次性筷子居然发霉
了，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和健康
隐患。之后，记者经过调查，更
是发现遇到这样问题的市民竟

然不在少数。

市民反映：饭吃了一半
发现筷子发霉了

黄女士告诉记者，在工作日
期间，她的午饭基本上不是在外
面吃，就是在单位里叫外卖。“当
天是去楼下小吃店打包带回单
位吃的，老板给我拿了两双一次
性筷子，我拆开用时发现一双竟
发霉了。”黄女士说，当时饭已经
吃了一半了，她才发现其中一根
筷子上有黑色的霉斑，“其实我
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了，有一次叫外卖，随餐配送的
勺子上布满了灰尘。”

黄女士将发霉的一次性筷
子拿给记者看，其中一根确实布
满了黑褐色的斑点，还夹杂了一
些黄色不明物。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市民都

表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筷子
发霉应该是受了潮，所以在外面
吃饭最好不要用一次性筷子。”
市民周女士说，一次性筷子的质
量都不怎么好，有的筷子做工粗
糙，表面留有刺，很扎手；有的筷
子则弯曲不直，根本没法用；还
有的筷子不干净，不知道沾了什
么东西。

记者走访：一次性筷子
“变质”的情况不少见

随后，记者走访了几家餐
馆。在凤凰南路一家小吃店内，
不少顾客正在用餐，餐桌上有一
个盒子专门用来盛放一次性筷
子，但记者看到，部分筷子的塑
料包装袋上落满灰尘，有些筷子
更是露在外面，已经发黑。顾客
邱先生说，这家店提供一次性筷
子，也提供普通筷子，他每次
都选择用一次性筷子，偶尔也
遇到过筷子不干净的情况，但
他一般不会太当回事，直接就
是再换一双。“在外面打工，哪
还在乎这些！”邱先生笑着对记
者说道。

记者之后又在两家餐馆发
现了“变质”的一次性筷子。这
些筷子大部分外包装上没有生
产标识，有的包装已经破损，没

有保质期、生产日期和生产厂
家。打开后，有的筷子和竹片一
样非常薄，有的上面则有不正常
的颜色。

据了解，中档以上饭店或者
连锁餐厅普遍提供的是经反复
消毒的餐具，但一些小吃摊和小
餐馆，则大多会提供一次性筷
子。

危害不小：经常使用霉
变筷子会影响健康

实际上，一次性筷子也是有
保质期的。对此，不少市民都摇
头表示不知道。据了解，我国颁
布的《食品用包装容器工具等实
施细则》中规定，经消毒的一次
性餐具保质期为 4个月，超过保
质期的不可以再出售或使用。

此外，生产厂家还应向商家
提供一次性筷子的检测合格报
告。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商家都没见过这份报告，
也很少有人会检查这些筷子是
否过期。

使用发霉的东西，当然会对
身体健康有影响。医生表示，一
般食品变质发霉，产生的是细
菌。而木质的一次性筷子如果
不正确存放，则容易滋生各种霉
菌。经常使用霉变的一次性筷
子，轻则可能导致感染性腹泻、
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重则会滋
生“黄曲霉素”，这是一种毒性极
强的物质，严重的话可诱发肝癌
甚至导致死亡。

链接：

一闻，二看，三折，简单三招

教你识别一次性筷子好坏

1、拿到筷子后先闻一下，如
果有酸味，就不能用。

2、查看包装上是否有生产
日期等一系列厂家相关的信息，
看看筷子上是否有出现不正常
的黑色斑点，或者是过度雪白发
亮的，也不能用。

3、最后再试着折一下，没有
弹性很容易折断的不用，折断后
出现外白内红或者内部是棕色
且伴有刺鼻气味的不用。折断
后有细长的纤维、有弹性、表面光
滑并伴有轻微竹香的筷子可以
放心使用。

一次性筷子有黑色霉斑、随餐配送的勺子布满灰尘……

一次性餐具，你用的放心吗？

拒不停车、拒不开门、拒不说出所载何物

一客车暗藏60多箱烟花爆竹被查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纪军）3月1日是春运最后一
天，当天上午，镇江高速交警在新
桥收费站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检
查时，发现一辆客车内除了驾驶
座尚余有一点空间外，其它地方
全都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烟花爆
竹。

当天上午，镇江交警高速三

大队四中队中队长陈绍明带领辅
警，来到我市新桥收费站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10时许，一辆白色
的大客车停在收费道口缴费，陈
绍明透过客车挡风玻璃，发现车
厢内黑压压一片。于是，他一边
安排中队辅警做好拦截准备，一
边走向道口预备对该车进行检
查。然而，面对他示意车辆靠边
停的指令，司机竟拒不执行，后
迫于拦截压力，驾驶员这才停下
了车。陈绍明当即要求驾驶员
打开后车厢门，但驾驶员却称两
侧门和后门都已经损坏无法打
开。后被问及车厢内所载何物
时，驾驶员也是吞吞吐吐，一会儿
说是灯管，一会儿又说是其他物
品。

通过查问，路面查处经验丰
富的陈绍明很快发现该驾驶员在
说谎。经过一番批评教育之后，

陈绍明将驾驶员和车辆带回大队
处理。到了大队后，驾驶员才配
合检查打开了后车厢。

经查，该车车厢内塞满了各
类品牌的烟花爆竹。除了前排两
个座位，后排座位及整个后车厢
都被塞得严严实实，共计 60 余
箱。经了解，该驾驶人和车辆均
并不具备运输烟花爆竹的资质。
警方介绍，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有关要求，对未经许可经
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
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
之中。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王玉娟） 2日晚上 10点半，
吾悦华府小区东门附近发生感
人一幕，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不慎摔倒，三位热心市民发现
后立即伸出援手：进行简单施
救，拨打120，电话通知老人家
人，三人合力救人于危难之
中。

当天，市民孙国武经过此
处时，看到一位老人骑着电瓶
车不慎摔倒，随后不省人事。
孙国武立即上前，进行一番简
单的施救后，老人苏醒了过
来。此时，另外两位热心市民
见状也一起上前帮忙把老人搀
扶到了干净的地方，一边安慰
老人，一边拨打120，并询问老
人家属的电话后及时通知。

经过近二十分钟的等待，
老人的儿子和孙女赶到，三位

热心市民和老人的家人一起把
老人扶上了救护车后，方才离
开。

对于老人家人的感谢，孙
国武表示，这是每一位文明市
民都应该做的。同时，他也提
醒广大市民，尽量不要让老人
单独外出，防止发生意外情
况。如果在外遇到老人需要帮
忙，希望大家能及时伸出援助
之手。

夜间老人摔倒昏迷
热心市民合力救助

图为一根一次性筷子上有黑色的霉斑。 记者 陈晓玲 摄

图为客车车厢内塞满了烟花
爆竹。

图片新闻

3 日上午，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巾帼分队的志愿者来到
“轮椅女孩”邵苏阳家，为她理发，并购买了LED灯，更换了她
家厨房内损坏的灯。 （记者 李潇 摄）

2日下午4时许，241省道江南人家路段一辆拖拉机急速驶
过，车上竟然搭载了近10名务工人员，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
堪设想。交警部门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有关规定：在允许拖拉机通行的道路上，拖拉机可以从事
货运，但是不得用于载人！（记者 王国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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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3月3日 暂无。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动画、动作、冒险电影

《驯龙高手 3》；维果·莫特

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剧

情片《绿皮书》；罗莎·萨拉

扎尔、克里斯托弗·瓦尔兹

主演科幻、动作、冒险电影

《阿丽塔：战斗天使》；吴

京、屈楚萧主演冒险、科

幻、剧情电影《流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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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动作、冒险电影

《驯龙高手 3》；维果·莫特

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剧

情片《绿皮书》；罗莎·萨拉

扎尔、克里斯托弗·瓦尔兹

主演科幻、动作、冒险电影

《阿丽塔：战斗天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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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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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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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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5
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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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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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ywater.com.cn

体彩七位数
第19032期：4 8 9 2 6 0 6

体彩大乐透
第19023期：1 3 14 26 30+6 11

体彩排列5
第19055期：1 8 2 0 5

福彩双色球
第19024期：1 8 23 25 28 29+10

福彩15选5
第１9055期：1 4 9 13 14+7 12

福彩3D
第１9055期：1 2 8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都说阳春三月，眼下，
春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未
来几天，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也走上攀升之路。

盘点刚刚过去的二月，雨水
一定是热度最高的天气词。那
段时间，阴雨天气在我市常驻，
空气潮湿，弄得人心情有些烦

躁，更别提难干的衣服了。好
在，近期天公将作美，据最新气
象资料显示，随着降水的逐渐减
弱，短期内，我市大部天气转晴，
白天的气温逐渐回升。6日，我
市白天的气温有望回升至 16℃
左右，午后的天气比较舒适。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气温有所抬头，但也要注意

春寒料峭，尤其是眼下季节交
替，昼夜温差较大，市民请注意
根据天气状况及时增减衣物，早
晚可增加衣物，适当春捂，谨防
感冒。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到晴，西北风

转偏东风 3 级，早晨最低气温:
4℃到 5℃，白天最高气温：13℃
到14℃。

5日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

早晨最低气温：6℃到 7℃，白天

最高气温：9℃到10℃。

6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6℃到 7℃，白天最高气温：

15℃到16℃。

天公作美 开启“多云升温”模式

新华社天津3月3日电“微
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中国
天文年历》显示，3月 6日 5时 10
分迎来“惊蛰”节气。过了此时
节，天气渐暖，杏花绽蕾，春雷乍
响，蛇虫惊醒，我国大部分地区
进入春耕季节，田间地头一片繁
忙的景象。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
珩介绍说，这个节气曾一度叫

“启蛰”，后来才改称“惊蛰”，它

是一年中的第三个节气，预示着
仲春时节的开始。惊蛰的含义
是，到此时节开始有雷，蛰伏的
虫子听到雷声，受惊而苏醒过
来，结束了冬眠。

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于震，震为
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
走矣。”但是事实上使冬眠动物
苏醒出土的，并不是隆隆的雷
声，春回大地才是他们“惊而出

走”的真正原因。
“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时

节，时值“九九”艳阳天，气温和
地温都逐渐升高，土壤开始解
冻，春雷唤来春雨，花红柳绿，万
艳争春，正是“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大好时节。

惊蛰时节，大自然景色很
美，但此时气温变化幅度较大，
乍暖还寒。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

提醒说，此时节要注意保暖，预
防感冒、流感等疾病的发生。另
外，要注意养肝、护肝，避免过量
饮酒、熬夜，否则肝气升腾太快，
易患眩晕、中风之病。

此外，膳食搭配要科学合
理，少食动物脂肪类食物，可多
食用一些新鲜蔬菜及蛋白质丰
富的食物，如牛奶、水萝卜、油
菜、山药等，以增强体质抵御病
菌的侵袭。

6日5时10分“惊蛰”：

微雨众卉新 一雷惊蛰始

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立春后大地万物复苏，此时也正
是养生的好时节。除了调整作
息、增强运动外，也可以多吃一
些春季养生食物。

1.桂圆

桂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

营养素，桂圆性温味甘，益心脾，

有开胃、养血益脾、补心安神的

功效，对于心脾虚弱、气血不足

引起的头晕、惊悸、健忘等症有

很好的疗效；每天吃四个桂圆，

不但开胃安神，对于春困也有一

定的缓解作用。

2.香蕉

缺钾会使人疲倦无力，因此

在春季应注意补充含钾量较高

的食物，如香蕉。香蕉被称为

“高能量的食品”，含有极易被人

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还富

含钾。钾在人体内能够帮助维

持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功能，吃几

根香蕉则可补充钾的不足，还能

解除疲劳。此外，如黄豆、苋菜

和柑橘等也是富含钾的食物。

3.海带

人体缺锌会影响认知和注

意力的集中，而海产品如紫菜、

海带中蕴含丰富的锌，每周可吃

1～2次。同时，紫菜、海带等碱

性食物还能中和体内酸性产物，

协助人体加快处理体内积存的

代谢产物，减轻疲倦。

4.豆制品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春困与

人体蛋白质缺少、机体处于偏酸

环境和维生素摄入不足有关。

“春困”时的饮食调理应注意增

加蛋白质的摄入，如食用豆制品

有助于提高人的精力，同时也可

以满足身体需要的营养。此外，

牛鸡鱼肉蛋、牛奶、花生等都算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5.芡实

南方天气潮湿，人体湿气也

很重，易造成精神不振、失眠多

梦等春困症状，多食祛湿的食

物，祛除体内湿气，可改善人的

春困现象。芡实就是一种适合

春季食用，以达到健脾祛湿食疗

功效的食物。它与莲子有些相

似，但其收敛镇静的作用比莲子

强。

6.香椿

香椿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质，甘氨酸、谷氨酸的含量居蔬

菜之冠，有助于提高神经系统兴

奋性，增强人体应激能力。常吃

香椿可消除春困、排散毒素、提

升精力。

7.草莓

草莓是一个“提神果”，能提

神醒脑，这源于草莓中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C，而维生素C有助于

人体吸收铁质，使细胞获得滋

养，因此多吃草莓能使人精力充

沛。其次，草莓中含有的强有

效的抗氧化剂能有效清除人体

内有害的自由基，其含有的天然

抗炎成分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

生数量，以减缓衰老、保持脑细

胞的活跃。这些都使得草莓具

有改善忧郁、失眠、容易打瞌睡

等症状的功能，帮人振奋精神、

驱赶疲劳。

8.菜花

B 族维生素多有防止神经

系统功能紊乱、消除精神紧张

的效果。如果缺乏维生素 B1，
脑功能就会低落，造成经常打

哈欠、昏昏欲睡等情况；缺乏

维生素 B2 则会出现疲倦、乏

力、免疫能力低下的情况。菜

花是良好的 B族维生素“聚居

地”，因此可多吃。此外，鸡

肝、牛肝、果仁以及绿叶蔬菜

等富含 B族维生素的食物，对

解除春困也有积极作用。

（新华）

新华社南京3月3日电 3日
是全国爱耳日，专家表示早识
别、早诊断、早干预是防治听力
损失的有效途径。注重听力筛
查，借助有效干预措施，听力损
失可以治疗和成功康复。

“听力损失有高度危害性，
也有高度可预防性。”江苏省人
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卜
行宽表示，除工业噪音，由于常

用耳机听音乐、玩游戏等还出现
了“娱乐噪音”，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约11亿
年轻人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
损失风险。

此外，老年人听力问题严
重，我国听力损失人群超过一半
为60岁以上老人。

卜行宽建议要对听力减退
的表现有所警觉：如成人接电话

困难、常听不清他人说话要求重
复，新生儿对突发的大声无惊跳
或眨眼反射，3至 6个月婴儿在
有响声时不停止哭闹或活动，9
至 12个月婴儿的头仍不会转向
说话，2岁的孩子仍不会讲两个
字的词等。

“任何耳疾或听力问题都应
做到早期发现、明确诊断、科学
处理。”卜行宽提醒，应充分认识

健康听力的重要性和听力损失
的危害性，注意定期检测听力。
不要随意掏耳朵，避免接触噪
声，使用降噪耳罩耳塞。使用耳
机时音量不超过 60%，时间不超
过60分钟。同时注意用药安全，
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对于老
年性耳聋，应尽早根据听力损害
情况进行改善，如使用助听器
等。

查查你的听力
专家提醒听力损失应早防早治

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季养生建议多吃8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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