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笔，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的文具之一。我们学写字，大
多数是从使用铅笔开始的。但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铅笔虽
然含有“铅”字，却与铅没有任
何关系。

1564 年，英国一个牧羊人
偶然间发现了黑色的矿物质
——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
要原材料。这种神奇的物质显
色度高，可以用在羊身上做记
号。不久后，商人发现商机，将
石墨切割成条销售，便于人们
在货篮和货箱上做标记。但石
墨易碎、脏手的特性也令人苦
恼。1761 年，德国化学家法伯
尔将石墨中又添加了硫磺、锑
和树脂等材料，加热后压制成
条状物，不易折断且硬度合
适。1812 年，美国人做出大小
适合铅笔芯的木条，与笔芯粘
合，制成了第一代铅笔。

铅笔的名字里有个“铅”
字，可是它的笔芯却并不含
铅。铅笔芯是用粘土和石墨按
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工而成。石
墨的商业名词是“笔铅”，但实
际上它并不是铅，而是矿物
质。它的成分是碳，灰黑色，有
金属光泽，耐高温，硬度较小，
熔点高，导电性强，有润滑性和
可塑性，化学性质稳定。可以
用来制造坩埚、电极、铅笔芯、
润滑剂、颜料等。石墨和铅有

一个共同点，都能在纸上画出
黑色的痕迹。因此，人们又称
石墨为“黑铅”，铅笔也由此得
名。所以人们总以为黑黑的铅
笔芯含有铅。

石墨加进粘土后，按需要
的比例混合，在机器上压制成
细细的圆棍子，切成铅笔一样
长短，再压平、理直、烘干，还得
烧制，然后与木材外壳组合，才
成为一支真正的铅笔。制作笔
芯的粘土只有一个要求：粒子
要细。而铅笔芯的软硬则与成
分配比有关：铅笔芯越软，则它
所含的石墨越多，粘土含量越
低；笔芯越硬，则石墨含量低，
粘土含量高。所以仔细观察你
会发现，铅笔上都有一个“HB”
的字母。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意思呢？

铅笔上“HB”的字母，H表
示 hard，硬 铅 笔 芯 用 H、2H、
3H……表示，H越多，则代表笔
芯越硬，颜色越淡，多用来复写
或画机械图；B表示 black，软笔
芯用 B、2B、3B……表示，B 越
大，笔芯越软，但颜色越黑，例
如美术课上用来绘画的笔就是
这种。HB 则表示笔芯软硬适
中。选择哪一种铅笔，全看用
户的需求。

所以，铅笔实际上是不含
铅的。不过在平时使用铅笔
时，还是要注意用笔卫生，不要

咬铅笔，铅笔上除了滋生的细
菌，外壳木材的涂料上还含有
很多化学成分，吃进肚子里积
累的毒素多了同样会影响身体
健康。 （新华）

今日上映9部影片：
俞飞鸿、大泽隆夫主

演爱情、剧情电影《在乎

你》；古天乐、郑嘉颖主演

剧情、犯罪、动作电影《反

贪风暴4》；惊悚、喜剧、犯

罪电影《调音师》；动画、

奇幻、家庭电影《小飞

象》；于谦主演喜剧电影

《老师·好》；动作、冒险、

奇幻、科幻电影《雷霆沙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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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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体彩七位数
第19056期：5 0 5 1 5 4 7

体彩大乐透
第19041期：12 19 20 22 28 +2 6

体彩排列5
第19097期：0 7 1 4 5

福彩双色球
第19042期：15 17 19 22 25 26 +4

福彩15选5
第１9097期：2 7 8 14 15

福彩3D
第１9097期：2 4 3

4月16日
10KV 三环 12643 开关以

下（12643：永福邱甲村、北门
头、任甲村、永福北墓大队、永
福苏巷村、永福邓甲村一带）
08:00-12:00。

10KV 三环 12623 开关以
下（12623：横塘老井头、前头
村、老庙大队、横塘中官村、横
塘丁甲村、横塘百姓庄、丹阳
市协华线缆厂一带）08:00-12:
00。

今日上映9部影片：
动作、冒险、奇幻、科幻

电影《雷霆沙赞！》；古天乐、

郑嘉颖主演剧情、犯罪、动

作电影《反贪风暴 4》；惊
悚、喜剧、犯罪电影《调音

师》；池丹、徐志飞主演惊

悚、恐怖电影《原来如此》；

阿部宽、松岛菜菜子主演悬

疑、惊悚电影《祈祷落幕

时》；俞飞鸿、大泽隆夫主演

爱情、剧情电影《在乎你》；

郭涛、张子枫主演剧情、悬

疑电影《欲念游戏》；张优、

宋词主演恐怖、惊悚电影

《守灵》；剧情、冒险、西部电

影《远去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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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影
国际影城

关于“超级真菌”的N个真相
新华社电“各种药物治疗

无效”“致死率极高”“公共卫生
新威胁”……一种被称为“超级
真菌”的耳念珠菌日前刷屏朋友
圈，引起一些网友恐慌。

“超级真菌”真相如何？多
位病原微生物专家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我国已发现的耳念珠菌
感染病例不等同于“超级真菌”
感染，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珠菌
才是“超级真菌”。且“超级真
菌”对健康人群不构成威胁，公
众不必恐慌，也无需采取特殊的
预防措施。

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
珠菌才是“超级真菌”

北京大学真菌和真菌病研
究中心教授、皮肤病分子诊断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伟说，
要搞清楚“超级真菌”，首先要搞
清楚“菌种”和“菌株”的概念。
他比喻说，如果把耳念珠菌这个

“菌种”比喻成人类，“菌株”就像
你、我、他一样，是不同的个体，

“体质”也不一样。
“就像你怕热、我怕冷一样，

耳念珠菌不同的菌株对药物的
敏感性也是不同的，有的对药物
就很敏感，有的就体现出高耐药
性。”刘伟说，只有多重耐药的耳
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所以不
能一见到耳念珠菌就说它是“超
级真菌”，“这个概念在传播中极
易混淆，造成公众误解”。

我国检测出的耳念珠
菌没有“暴发”“流行”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侵袭
性真菌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
任徐英春指出，“首先，此前媒体
报道所述的18例感染病例中，检
出的耳念珠菌菌株都比较敏感，
通俗地说，现在绝大部分广谱的

抗真菌药都可以治疗它。”
“其次，这些病例是在近年

间从不同医疗机构陆续检验出
来的，并不是某个时间段或几家
医院集中出现的，是散发现象。”
徐英春强调，“同时，从由北京协
和医院牵头的CHIF-NET全国
监测数据看，大约 2万例菌株中
才有 1例耳念珠菌，因此不存在

‘超级真菌’在我国‘暴发’或‘流
行’的说法。”

“超级真菌”致死率并
没有那么可怕

“超级真菌”让人闻之色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无药可
治”。当人体免疫力大幅受损的
情况下，它们会乘虚而入，让病
人“雪上加霜”，加速死亡。因
此，它被贴上了“高致死率”的标
签。

刘伟说，从科学上说“超级
真菌”固然“危险”，但从各国的
医学临床观察中，它的致死率与
其他念珠菌感染所引起的死亡
率没有明显差异，并没有那么可
怕。“其实真正危险的反而是烟
曲霉、白念珠菌、光滑念珠菌等
菌种中出现的耐药性问题，因为
它们在临床上更为常见。”

徐英春举例说：“比如美国
统计的‘90 天内约 50%致死率’
的数据，很多病人本身就有很严
重的基础疾病，在多种复杂病因
下，真菌感染和死亡之间的关系
很难界定。”

健康人群无需担心感
染“超级真菌”

对于“超级真菌”引发的恐
慌情绪，多位微生物专家都表示

“大可不必”。因为易感染人群
都是免疫力严重受损的人，如使
用免疫抑制剂、肿瘤放化疗、长

期滞留导管的患者等，健康人群
无需担心会感染“超级真菌”，它
也不具备相互传播的可能性。

徐英春说，“超级真菌”本来
就存在于人体和环境中，只要人
的免疫力没问题，完全可以与之
和平共处。从它发现至今 10年
来，没有一例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病例，大家也可以放心去探望此
类真菌感染的病人。

中国正加强监测和应
对“超级真菌”

多位专家表示，虽然目前我
国尚未检测出“超级真菌”，但绝
不能放松警惕，关键是要加强对
它们的识别，并加以规范的测
定。

据了解，我国已在2009年建
立了覆盖230多家医疗机构的病
原真菌监测网络CHIF-NET项
目，每年发布一次数据报告；同
时另有覆盖 67家重症 ICU病房
的念珠菌血症病原真菌的菌种
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

随着分子生物检测技术的
进步，人类发现的耐药性病原真
菌也越来越多。刘伟建议，我国
应尽快扩大相关检测和报告体
系的范围，同时普及和推广规范
的病原性真菌菌种鉴定和药物

敏感性测定方法，建立国家统一
的实验室检验标准，“只有加强
监测，才能有效应对”。

细菌耐药问题应当引
起更多关注

人类和细菌、真菌等病原菌
的斗争，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攻
防战。直到 20世纪 40年代青霉
素的发明和使用，人类才有了稳
定而强大的对抗武器。但就像

“矛”与“盾”的故事一样，致病病
原菌也产生出药物适应性，出现
了“药石罔效”的个体。

2016 年，我国发布《遏制细
菌 耐 药 国 家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年）》，成为与抗生素
和耐药性斗争中少数具备全面
计划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科学
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朱永官
表示，气候变化正加剧微生物
的全球化迁徙，将以不可预估
的方式让“超级真菌”变得更加
危险。

刘伟说，真菌作为真核生物
体，比细菌更为复杂，但有关病
原性真菌规范化的菌种鉴定、耐
药性检测方法以及传播规律研
究却开展得很不够。“超级真菌”
在各国陆续被发现，应引起全球
公共卫生人员注意。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都说清明时节雨纷
纷，可从四月至今，雨水打扰的
日子并不算太多。记者从市气
象部门获悉，未来三天，全市仍
是多云天气，气温也进入上升
通道，最高气温有望达到 27℃
左右。

刚刚过去的周末，天气非
常给力。虽然早晚气温有点
凉，但到了午后就明显有初夏
的感觉了，不少市民选择出门
踏青，感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

虽然离谷雨节气越来越近
了，但是眼下咱们仍然可以享
受晴好天气。今天全市是多云
天 气 ，早 晨 最 低 气 温 接 近
10℃，最高气温 21℃左右；17
日最高气温将再上一个台阶，
有望冲刺 30℃，大家可以适当
减少衣物哦。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转

西南风 3 到 4 级，早晨最低气

温:8℃ 到 9℃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21℃左右。

16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11℃到12℃，白天最高气

温:23℃左右。

17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13℃到14℃，白天最高气

温:26℃到27℃。

近期多云为主
气温步入上升通道 铅笔不含铅，为啥叫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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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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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0.10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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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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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近日，
市民田女士（化名）向记者反映
称，她通过美团平台在我市八佰
伴的幸福蓝海 IMAX影城购买了
一张电影票。田女士称，她当时
购票选座时，发现该场电影的中
央区域座位都已经售出，于是，
她只能选择了一个边上靠后点的
座位。然而，时隔一天，田女士
无意中再次看到那场电影的选座
座位表时，却惊讶地发现，原先
显示卖出的中央区域座位全都变
成了空的座位。

田女士告诉记者，她于 12
日在幸福蓝海 IMAX影城购买了
一张24日晚上7点半的《复仇者
联盟 4：终局之战》的电影票。

“我身边有很多漫威的影迷朋友
都很期待这场电影，有些人甚至
买了首映场的票去看。”田女士
说，“朋友告诉我，这场电影的
票很抢手，要看的话得早点买，
不然就买不到了。”于是，田女
士打算购买一张 24 日晚场的电
影票。“我当时一看，发现晚上
7点半那场很不错，刚好是吃完

晚饭的时间，放映的厅也是
IMAX厅，听说还有一些座位是
按摩椅。”田女士说道。然而，
当田女士准备选座位时，却发现
该场电影的好位置都已经售出
了，“当时真挺郁闷的，后悔没
有再早一点买票。”无奈之下，
田女士选了一个比较偏又靠后的
位置。

时隔一天，当田女士无意中
再次翻看座位表时，却傻眼了。

“我起初还以为自己看错场次
了，可仔细一看，时间、影厅都
没错。”田女士说，“之前那些显
示着红色的已被购买的座位现在
却成了一片白色的未出售座位，
而周围边边角角则显示着红色的
已售出座位。”田女士说，整个
座位表出现了奇怪的“空心”状
态，她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
况。田女士询问了朋友，有人告
诉她，这很有可能是影城故意把
这些好位置给“锁”起来了。对
此，田女士感到不解，“如果说
影城故意把位置‘锁’起来，那
肯定是准备将那些好位置提高价
格出售的，但我看到，票价并没
有出现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

记 者 注 意 到 ， 幸 福 蓝 海
IMAX影城24日晚上7点半那场
电影的座位表的确有些奇怪。从
观影感受来说，市民们平时去电
影院看电影，往往会将中心区域
的座位作为首选。然而在这张座
位表上，记者发现，位于中心区
域的7至12排座位很空，而该区
域的周边座位却售出了不少。更
奇怪的是，根据该影厅的设计，
7至 12排中有多个按摩椅座位。

消费者会故意避开视觉感受更
佳、座椅更为舒适的区域吗？为
进行对比，记者查看了该影城
25 日晚上同一场次的电影，同
样的时间，同样的影厅，但在这
一场中，已经售出的座位则十分
正常，中心区域的座位已经满
座，只留下边边角角的一些座
位。

昨天上午，记者与幸福蓝海
IMAX影城方面取得了联系。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田女士反
映的情况，她与同事们都不太清
楚。该工作人员称，出现这种情
况，或许是售票系统出现了故
障。那么，如果是系统原因，已
经购买了其他座位的消费者是否
能退票，或者更换座位呢？对
此，工作人员没有给出肯定的答
复，而是称“得看情况”，如果
消费者有相关要求，可以到影城
进行沟通。

那么，影城真能通过暗箱操
作，把好位置给“锁”起来吗？
记者从我市相关业内人士处了解
到，这种操作在技术上是可以实
现的。某影城一位负责人称，影
城把位置更佳的座位“锁”起
来，之后再抬高票价进行售卖，
这种操作是可以做到的，但实际
上影城公司方面往往会禁止这种
操作。“道理很简单，影城的确
可以通过这样的操作获得更大的
利润，但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
的。如果影城这样操作，无疑是
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该负责人说道。

购买电影票选座时显示中心区域已满座，隔天却又发现该区域座位空了

奇怪的影城座位表让市民很不解
影城工作人员表示：或因售票系统出现故障造成这一情况

图为24日与25日同一场次电影座位表截图。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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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G1901

G1902

竞得人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交价（万元）

23595

40647

丹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公示
经市政府批准,我局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述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成交情况公示如下：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5日

2019年4月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日常专家坐诊详情

日期

4月21日

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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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病专科

风湿免疫科

五一劳动节放假停诊

专家

陈金明

陈向芳

黄树其

胡国萍

柏乃运

王湛

顾庆国

蔡 雄

卢红娟

广告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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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名称

影像诊断

消化内科、内
镜室

神经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普外科

肝胆胃肠外
科、甲乳科、微

创外科

甲乳科

胸外科

专家信息

肖湘生
（上海长征医院）

张锁林

刘玉平

黄树其
（上海长征医院）

盛延生

陈金明（
上海长征医院）

徐义明

张翼翔
（上海长征医院）

杨 峰

唐顺广

丁永斌
（江苏省人民医院）

夏建国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俊生

霍中华
（解放军454医院）

刘亚萍

丁永清
（南京军区总院）

李建秋
（上海长征医院）

职称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坐诊时间

每周二上午

每周一至周六
上午

每周二、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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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二上午

每周一至周六
上午

4月13日、27日
均上午

4月20日上午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每周二上午

周一至周四

每周二至周四

每周二上午

专科名称

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

骨科

眼科

口腔科

中医男科

中医科

妇产科

生殖中心

疼痛科

钼靶诊断（南京中大医院专家团）

注：1、专家坐诊可能有变动，具体咨询86991666。

专家信息

陈向东（上海市静安
区中心医院）

赵豪杰

刘伟

文立臣

汤 备

陶长仲
（上海长征医院）

张西毛

黄锁林

刘惠娣

王 燕

许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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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4月13日下午、20日、27日

坐诊时间

每周一、周四（均上
午）

每周一、周三、周五
（均上午）

每周二、周四、周六

每周一、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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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

每周三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