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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束丽娜
通讯员 臧武俊） 生命之礼，
回归自然。3月 30日上午，我
市举行了骨灰集体江葬活动，
遵照10户逝者家庭的心愿和嘱
托，将逝者的骨灰抛撒入江，
以此来寄托哀思。

上午7点30分，10位逝者
的家属来到市观音山公墓集
合。在主持人庄重温婉的悼词
中，对逝者进行纪念、默哀。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大家集体乘车来到了泰州市高
港汽渡码头，陆续登上汽渡，
前往抛撒骨灰的长江预定水
域。

江水滔滔，情之不绝。随
着汽渡行至预定水域，家属们
都面色沉重，眼噙泪水。今年
65岁的周宁和两位姊妹倚靠在
船舷，回忆着他们已去世12年
的哥哥——周健。周宁告诉记

者，哥哥生前无儿无女，去世
后，一直都是由他祭扫，如今
自己年事已高，同时也为遵照
父亲生前的家训，选择将兄长
的骨灰进行江葬。“心情很沉
痛，但是想想也能释怀，毕竟
完成了家人的遗愿，而且还响
应了国家移风易俗的号召。”

上午10点，在江葬点，伴
随长鸣的汽笛声，10位逝者的
骨灰与缕缕花瓣被各自的亲人

一道抛撒进滔滔江水中。看着
撒落江中的骨灰渐渐寻不到踪
影，花瓣随着江水漂远，不少
亲人都忍不住哭出声来。

据了解，今年是我市第三
年推行江葬活动，旨在继续引
导全社会树立“文明节俭治
丧、生态节地安葬、文明低碳
祭扫”的新理念，用实际行动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自活动推
广以来，参与率逐年提高。

我市举行集体江葬仪式
10位逝者“回归”自然

清明祭扫，请多用鲜花少烧纸钱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臧武俊）又见一年春草
绿，柳条风起正清明。近日，各
大陵园、墓地迎来大批祭祀的
市民。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
到，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市继续
开展“鲜花换纸钱”活动，持续
推广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

昨日一大早，在观音山公

墓附近，记者看到前来祭扫的
车辆排成长龙，沿途“无烟拜
祭，文明环保”等倡导文明祭
扫的条幅随处可见。在公墓入
口处，志愿者一边向过往的祭
扫群众呼吁“少烧纸钱，文明祭
扫”，一边向他们免费派送白菊
花与“安全文明祭扫”倡议书。

“就算不能一下子取消烧

纸钱的习俗，但少烧一些是一
些。慢慢引导，形成习惯就好
了。”早上 8点 30分，72岁的
蒋玉华与家人来到观音山公墓
扫墓，在入口处被志愿者“拦
下”，听说了鲜花换纸钱的好处
后，她立即表示愿意参与活动，
并将手中的一袋纸钱扔进了志
愿者们准备的回收箱，“都是表
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鲜花也
很好，而且比纸钱更环保，也是
为子孙后代考虑。”

据介绍，此次“鲜花换纸
钱”活动于 3月 31日开始，将
持续到 4月 5日。“每天早上 8
点以后，前来祭扫的市民只要
愿意，都可以将纸钱、香烛在
入园处换成一枝白菊。”观音
山公墓管理处主任谢和平告诉
记者，园内共有 12000多座公
墓，每到清明前后的这一周便
会迎来祭扫高峰。今年的“鲜
花换纸钱”活动，他们特地请

来齐梁义工社的数十名志愿者
帮忙，每天发放千枝白菊花，
希望可以引导广大市民转变传
统的殡葬观念，树立绿色殡葬
理念。

“通过前两年的活动，我
们明显感觉到愿意接受以鲜花
代替纸钱祭扫的市民在逐渐增
多，大多数市民经过志愿者的
劝导后，还是愿意将手中的纸
钱减少或直接换成鲜花的。”
来自我市齐梁义工社的志愿者
夏杰已连续三次参加了“鲜花
换纸钱”宣传志愿服务，他告
诉记者，从最初需要“拦下”
市民进行文明祭扫宣传，到如
今市民主动走近询问、换花，
持续加大移风易俗宣传的成效
明显，“现在 1000枝白菊不用
一上午就能全部换出，也希望
通过这种活动能让更多市民转
变传统观念，做到文明祭扫，
环保优先。”

观音山公墓内，祭扫的市民正用纸钱换鲜花。记者 束丽娜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静 通
讯员 丹北宣） 苍松翠柏映忠
魂，满腔豪情祭英烈。3月 29
日上午，丹北镇组织开展清明
祭扫，祭奠革命先烈，缅怀他
们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

在高桥烈士陵园祭扫现

场，丹北镇全体党政领导、机
关党员、干部、村党组织书记
近 200人向为国牺牲的英雄儿
女肃立默哀，并敬献了花圈。
随后，全体人员来到烈士墓前
鞠躬、献花，表达对先烈们最
深切的缅怀之情。

据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
年代，丹北地区涌现出了管文
蔚、梅嘉生、宦德胜、倪东川
等一大批优秀儿女，为实现民
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可
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建立了永

垂史册的不朽功勋。解放以
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丹北
人民，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奋
发进取，用勤劳的双手奋力推
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
发展。

丹北党员干部清明节前祭扫烈士陵园

本报讯（记者 姚磊 通讯
员 玉兰）3月 29日上午，2019
年全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人
员培训会在农业农村局举行，
来自各乡镇（街道）的 100多名
种子经营人员和农服中心工作
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邀请了镇江市种子
管理站专家戎全虎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新法解读、种
子监管相关工作、品种经营推
广建议、种子销售网点建议 4
个方面为大家作了细致的讲
授。授课过程中，戎全虎还结
合具体事例与大家探讨了农作
物品种的审定、登记、备案等制
度及其流程，并就假种子、劣种
子的区分方法以及种子监管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治理工
作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会后，各种子经营人员还
共同签署了农资经营承诺书。

百余名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人员
接受培训

为纪念第二十七届世界水日和第三十二届中国水周，3月26日，珥陵镇紧随新时代文明实践步伐，
举办了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主题的大型活动。活动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展现了水利人为民生事业
默默奉献忠诚坚守的精神，凸显了新时代下的水利人永远守护人民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勇气。

（记者 魏郡玉 通讯员 王丽萍 摄）

珥陵镇举办晚会致敬水利人

为推进乡村产业
振兴助力
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
示范基地培训班成员来丹

“取经”

本报讯 （记者 须俊 郡
玉）3月 28日下午，我省“2019
年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示范
基地培训班”成员一行 60多人
来丹看现场、学经验，参观了我
市云阳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以及
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示范
基地——江苏吟春碧芽农业标
准化基地。

在云阳街道社区教育中
心，考察组成员观摩了中心的
培训活动，参观了各个教室和
活动室，听取了学校的办学情
况介绍，对学校的内涵建设、教
育服务“三农”和“书香云阳”品
牌建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江
苏吟春碧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
地，考察组参观了基地现场，了
解基地的发展历程，听取基地
负责人王金和有关基地与云阳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密切合作、
不断提高、惠民百姓、实现乡村
振兴的情况介绍。

据了解，镇江市仅有两家
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示范
基地，而于 2018年创建的江苏
吟春碧芽农业标准化基地就是
其中一家。该基地以“省级企
业院士工作站、研究所工作站、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技术研
究中心”为依托，聘请知名专家
教授集中授课、现场指导，为实
现农科教结合，培养优秀人
才。近年来，在该基地的示范、
引领和辐射下，种植户年年增
多，其中示范带动合作社现拥
有成员 413名，带动周边农民
198 名；辐射推广周边茶农种
植 700多亩，带动了当地优质
茶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农业产
业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
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示范
引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导司所）“我们都要学习
法律，拥有法律知识！”近日，来
自导墅镇匡亚明小学五（四）班
的学生周林逸在街头普法时对
群众这样说道。当天，导墅镇
司法所开展“普法小能手走上
街头普法”活动，15 名孩子组
成的小小“普法团”在老师和司
法所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导墅
街头体验了一回“普法之旅”。

司法所工作人员首先为孩
子们讲述《义务教育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告诉他们
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增强法治观念，远离
违法行为，远离人身伤害，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

随后，15名孩子来到导墅
街头派发传单，传单以《物权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合同
法》等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
容为主。细心的同学们还耐心
地为过往群众讲解法律的重要
性以及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
保护自己。看着这些可爱的天
使，过往群众无不驻足倾听。

导墅司法所组织
学生上街普法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网址：www.dy001.cn
新浪官方微博：@丹阳新闻网 或@丹阳日报
电话：86983129 13852937700

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编辑：岳春芳 组版：殷霞 校对：吴润仙 06生活服务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动作、奇幻、家庭电影《小

飞象》；艾伦、王智主演剧情、

喜剧电影《人间·喜剧》；悬疑、

科幻、爱情电影《海市蜃楼》；

喜剧、动画、家庭电影《精灵怪

物：疯狂之旅》；于谦主演喜剧

电影《老师·好》；陈意涵、刘以

豪主演爱情电影《比悲伤更悲

伤的故事》；王景春、咏梅主演

剧情电影《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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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影片：
动作、奇幻、家庭电影

《小飞象》；艾伦、王智主演剧

情、喜剧电影《人间·喜剧》；

悬疑、科幻、爱情电影《海市

蜃楼》；于谦主演喜剧电影

《老师·好》；剧情、音乐电影

《波西米亚狂想曲》；陈意涵、

刘以豪主演爱情电影《比悲

伤更悲伤的故事》；维果·莫

特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剧

情片《绿皮书》；布丽·拉尔

森、塞缪尔·杰克逊主演动

作、冒险、科幻电影《惊奇队

长》；动画、冒险、动作电影

《乐高大电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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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影
国际影城

信息收集：岳春芳

明日停电
4 月 2 日 10kV 群楼 28813

开关以下（28813：三圩埭、洪昌
公司、农民公寓、丹阳市新桥镇
人民政府一带）08:00-12:00；

10kV 八字桥 27211 开关以
下（27211：金桥新村、金桥东环
路、闸桥村八圩埭、八圩埭东、江
苏天诚车饰科技有限公司一
带） 08:00-12:00；

10kV 彭 庄 12802 开 关 至
12803 开关 （12802-12803：地
洲、朱家北、山安庄、曹家、
镇江骏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东风刃具厂、江苏丰裕
工具有限公司一带） 08:00-13:
00。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孙红娟）一则《我吸毒了，我
妈喂的！》的新闻近日引发网友
热议。原来一位外地的母亲，为
了提高上高三女儿的成绩，为她
配到了“聪明药”，而这种聪明药
竟是管制类的精神科药物。市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
主任医师提醒，目前所说的“聪
明药”随便乱吃就是嗑药，长期
副作用就是伤脑，上瘾。

潘生英介绍，所谓的“聪明
药”其实指的是进口的莫达非尼

和国产的利他林两种药物，属于
严格管制的精神药物，它们都属
于处方药，并且是用于抑郁症、
持发性嗜睡和多动症等疾病的
治疗。“利他林就是一种中枢神
经兴奋药。”潘生英介绍，该药作
用于皮层和皮层下神经元，包括
丘脑在内，能制止孩子好动，使
其安静，延长注意力的集中时
间，这种药对注意缺陷与多动障
碍症的儿童有帮助，但是有食欲
减退、头痛头晕、失眠、运动障
碍、恶心等副作用，如果患者确

有需要，也应在精神科医生的指
导下服用。现在的网络上还把
一些临床上用于轻中度血管性
痴呆、老年性痴呆以及脑外伤等
引起的记忆与智能障碍的药物
放大宣传，宣称是“聪明药”，而
这些药都不是能随意服用的。
这不是在培养孩子，而是在毁孩
子！由于家长不具备鉴别这些
药的能力，加上有望子成龙这一
心理，还可能让一些不法分子有
可乘之机。

潘生英提醒家长，人的智商

受到遗传、家庭环境、后天教育、
社会实践等多因素的影响，而且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要考
出好成绩更是没有捷径可走，智
商已定型。除了智商外，对于数
月后即将步入考场的初中、高中
毕业生，合理定位目标，保证该
有的睡眠，一张一弛，从容地走
向考场，或许更利于孩子发挥。
而且考前家长应以不改变原先
的环境为宜，盲目要求孩子服药
这一举动，反而会增添考生焦虑
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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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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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11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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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考冲刺，有的家长为孩子乱开药

这种“聪明药”千万吃不得！

体彩七位数
第19048期：5 5 0 5 6 7 7

体彩大乐透
第19035期：01 03 05 07 18+08 09

体彩排列5
第19083期：0 5 8 3 9

福彩双色球
第19036期：02 10 13 16 23 32+08

福彩15选5
第１9083期：1 5 9 14 15

福彩3D
第１9083期：9 8 2

40款空气净化器
25款虚标

市场上各种空气净化器走
俏，但使用起来效果到底有多

“强”？3月 30日，北京市消协发
布 40款空气净化器比较试验结
果显示，25款空气净化器样品的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实测值根本达
不到明示值。

本次比较试验由北京市消协
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通
过网络渠道购买，所选择的样品
多为销量高的产品，售价由 569
元至 9990 元不等。比较试验中
还设计了 30立方米的实际房间
对样品的实际使用性能进行了测
试。

测试结果显示，大多数样品
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实测值达不
到明示值。其中，售价高达 9990
元的“无限极”KJFQJ0401550 样
品标称值为每小时 550 立方米，
实测值是519.7立方米；4999元的

“科沃斯”KJ450G-A660 样品标
称值为每小时 450 立方米，实测
值是 418.7立方米；5580元的“LI⁃
FAair”KJ600G-L50V标称值为每
小时 600 立方米，实测值则是
546.7立方米。

售价 3999 元的 PHILIPS 飞
利浦AC6710（KJ600G-F03）标称
值为每小时 700 立方米，实测值
只有 486.5 立方米。此外，“海
尔”、“美的”、“亚都”、“LG”、“杜
邦”、“松下”、“爱宝乐”、“TCL”、

“长虹”、“夏普”、空气管家“AirX”
等众多知名品牌样品也没有达到
明示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近年来，整牙愈发成为大
家关注的话题。无论是未成
年人还是成年人，出于对牙齿
健康和容貌美观的诉求，都开
始关注整牙的知识。

什么样的牙齿需要
整？

在日常生活中，“地包天”
（前牙反牙合）成为一些人的
困扰，这种下牙边沿覆盖上牙
超过 1/3的牙齿不仅不健康，
而且也不美观。与之相对的
还有“天包地”，即上牙深覆
颌，上牙边沿覆盖下牙超过1/
3，这两类都是生活中较为常
见的牙齿问题。此外，诸如前
牙移位、牙齿过多、牙列拥挤、
牙列稀疏、咬牙时无法紧闭、
上下牙齿中间有缝等情况也
需要牙齿矫正。以牙齿过多
为例，牙齿过多、牙槽骨过窄，
使得牙齿没有足够空间生长，
会造成牙齿排列不齐。

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牙齿
矫正是通过外力改变牙颌形
态，所以部分人群是不适合牙
齿矫正的。例如患有糖尿病、
血液病等全身性疾病的人群；
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或怀
孕人群；严重牙周病患者；颞

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患者等，
都不适合牙齿矫正。

牙齿不齐有哪些危
害？

1.容易形成龋齿及牙周
病。牙列不齐，即使再认真刷
牙，也没有办法彻底清洁干
净，容易形成龋齿及牙龈炎。

2.容易导致咀嚼效率低，
从而影响全身健康。咀嚼是
人体消化吸收的首要环节，
牙齿咬合不好必然会导致咀
嚼效率低下，这样会增加胃
肠负担，影响身体健康。

3.容易导致咬合创伤，
产生牙齿和牙周组织损害。
牙列不齐和咬合关系异常，
容易造成各个牙齿承受咀嚼
力量分担不均衡，从而产生
对牙齿和牙周组织的伤害。

4.容易造成牙齿外伤及
粘膜损伤。牙列不齐尤其是
错位牙被挤在牙列之外，容
易因牙齿碰触到牙龈及粘膜
而造成伤害，特别是门牙前
突的情况，常会因跌倒或外
伤造成门牙断裂甚至脱落的
情形。

5.对将来牙齿治疗造成
影响。牙列不齐或咬合异

常，将来若因牙齿缺失而需
要修复制作假牙时，会大大
增加难度甚至无法修复。

整牙需要注意什么？
从医学角度来说，人面

部下1/3区域的表情肌最为活
跃，牙齿和牙槽骨的位置恰
恰位于这个区域内，因此整
牙的确能带来面部美观最大
限度的变化。整牙也是一个
长期且细致的工作，每个环
节都需要小心谨慎。整牙初
期，牙医需要考虑到整体效
果，通过数据模拟，预判整
牙者整牙后的微笑动态，挑
选出最佳方案。而当做好牙
齿矫正的先期规划后，整牙
过程同样不可忽视，一定要
配合医生，一般一个月调整一
次。戴上牙套后，更要做好牙
齿清洁。摘下牙套也不代表
大功告成，仍需要在医生指导
下佩戴保持器。

总而言之，对于牙齿存在
一定缺陷的人群来说，口腔正
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善方
式。只要明确牙齿状况，做好
正畸计划，认真对待正畸过
程，相信你一定会拥有一口健
康的牙齿。

远离整牙误区 关注牙齿健康

新华社电 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 3月 29日通报 2018年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肉蛋奶、米面油等日常消费大
宗食品抽检合格率较高。方
便食品、冷冻饮品等合格率较
低。部分污染因素得到控制，
但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超
标等问题仍然突出。

2018 年完成 24.9 万批次
国家监督抽检任务，较 2017
年增加了 6.9%，覆盖全部 33
大类食品。检出不合格样品
5965批次，样品平均不合格率
为 2.4%，与 2017 年持平，比
2014年降低2.9个百分点。

乳制品合格率为 99.7%，
较 2017 年 提 高 0.5 个 百 分
点。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抽
检3058批次，有2批次检出不
合格，合格率达到99.9%；速冻
食品合格率为 99.7%，较 2017
年提高0.6个百分点；食用油、
油 脂 及 其 制 品 合 格 率 为
98.8%，较2017年提高1.1个百
分点；蛋制品、粮食加工品、肉
制品合格率分别为 99.3%、
98.5%和 97.5%，与 2017 年持
平。

大企业市场份额大，流通
范围广，对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比较重视，内控措施较严。大
型食品生产企业样品抽检不
合格率为0.4%，大型食品经营
企业样品抽检不合格率为
1.5%。

方便食品抽检 3470 批
次，检出不合格样品 260 批
次，不合格率为 7.5%，主要是
微生物污染和超范围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冷冻饮
品抽检 1176 批次，检出不合
格样品 85 批次，不合格率为
7.2%，主要是生产、冷链、贮
存、运输等环境卫生或冷链温
度不达标，导致微生物污染问
题；淀粉及淀粉制品抽检3514
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 185批
次，不合格率为 5.3%，主要是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问题。

通过持续专项整治和严
格监管，婴幼儿配方乳粉中

“三聚氰胺”连续十年零检出，
蛋制品中“苏丹红”、乳制品中
黄曲霉毒素 M1 连续五年未
检出。瓶（桶）装饮用水不合
格率，由 2014年的 19.2%下降

到 2018年的 5.3%。蜂蜜中禁
用兽药氯霉素检出的不合格
率，由 2015 年的 1.5%下降到
2018年的0.4%。

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
品看，食品因微生物污染超标
不合格率为1.7%，占抽检不合
格样品总量的 29.6%；食品因
农兽药残留超标不合格率为
1.1%，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
的 15.4%；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导致的食品不合
格率，虽然由 2014 年的 1.8%
下降到 2018 年的 1.0%，但在
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中的占
比仍然达25.0%。

针对市场上检出的不合
格食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采
取封存、下架、召回等措施，控
制和消除产品风险，并通报相
关部门加强监管。2018年，完
成国家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
核查处置任务 10696件，下架
封存、召回不合格食品 693
吨。同时，对检出不合格产品
实施跟踪抽检，对问题严重的
企业采取现场检查、停业整顿
措施，甚至吊销许可证处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18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方便食品、冷冻饮品等合格率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