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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6部影片：
马伊琍、富大龙主演

剧情、历史、古装电影《进

京城》；奇幻、冒险、动作、

家庭电影《大侦探皮卡

丘》；剧情、惊悚电影《一个

母亲的复仇》；剧情、家庭

电影《罗马》；动作、冒险、

奇幻电影《复仇者联盟 4：
终局之战》；家庭、剧情、儿

童电影《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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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奇幻电影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

战》；家庭、剧情、儿童电影

《何以为家》；纪录片《港珠

澳大桥》；奇幻、冒险、动

作、家庭电影《大侦探皮卡

丘》；剧情、惊悚电影《一个

母亲的复仇》；剧情、家庭

电影《罗马》；马伊琍、富大

龙主演剧情、历史、古装电

影《进京城》；喜剧电影《欢

迎来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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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朱江达

明日停电
5 月 16 日 10kV 胡 良

123 线（全线：煦庄村、煦庄村
张东村、新庙村、新庙村奔沟
村、乐先村王庄村、乐先村胡
良村、乐先村孔家村一带）14：
00-15:30；

10kV 植保 128 线沃得植
保09:00-15:00；

10kV 双仪 127 线双仪光
学09:00-15:00；

10kV 蒋南 25411 开关以
下（25411：东庙头村、吴家村、
东方殿、于家塘、向阳村、塘西
村、罗桥村、何家村、塘里村、
聚龙桥村、旧闸头村、周家村、
寺诚村、高头村、钱甲村、戴
村、南河头村一带）08:00-13:
00。

体彩七位数
第19073期：0 3 5 1 0 7 4

体彩大乐透
第19054期：2 18 23 27 30 +5 10

体彩排列5
第19127期：2 8 0 2 3

福彩双色球
第19055期：1 6 11 15 19 31 +10

福彩15选5
第１9127期：3 4 5 6 11

福彩3D
第１9127 期：7 5 8

前一段，网络上盛传的一段
“脆皮安全帽”视频引发热议。
在视频中，两个安全帽相撞，结
果黄色的工人安全帽支离破碎，
红色的安全帽完好无损。众所
周知，安全帽对于防止施工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伤害起着关
键性作用，是工地上工人们“生
命的保护伞”。可现如今，质量
差的安全帽不仅不安全，反而可
能成为“夺命帽”。那么，安全帽
到底有哪些分类和规格？安全
帽的使用规范又是什么呢？

安全帽是防止冲击物伤害
头部的防护用品。由帽壳、帽
衬、下颊带和后箍组成。帽壳呈
半球形，坚固、光滑并有一定弹

性，打击物的冲击和穿刺动能主
要由帽壳承受。帽壳和帽衬之
间留有一定空间，可缓冲、分散
瞬时冲击力，从而避免或减轻对
头部的直接伤害。冲击吸性性
能、耐穿刺性能、侧向刚性、电绝
缘性、阻燃性是对安全帽的基本
技术性能的要求。而且，为保证
施工秩序，工地安全帽有较为明
确的颜色分类：黄色为一线工人
佩戴，红色和蓝色为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佩戴，而白色多为监理
或甲方佩戴。

关于什么样的安全帽是合
格的，我国早有相关国家标准可
循 。 根 据 最 新 的 国 家 标 准
GB2811-2007《安全帽》，质量合

格的安全帽在高温、低温及浸水
三种情况下，用 5Kg 钢锤自 1m
高度落下进行冲击试验，头模所
受冲击力的最大值均不应超过
4900N（1N=1kgm/s，即使一千
克质量的物体获得 1m/s的加速
度所需的力）；用3KG钢锥自1m
高度落下进行试验，钢锥不应与
头模接触，且帽壳都不得有碎片
脱落。

另外，佩戴安全帽时需注意
以下5点：

1.正确佩戴安全帽。不要

把安全帽歪戴，也不要把帽沿戴

在脑后方。

2.使用前先检查。安全帽

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损坏，所以

要定期检查，发现异常现象要立

即更换，不得继续使用。任何受

过重击、有裂痕的安全帽，均应

报废。

3.严禁使用只有下颌带与

帽壳连接的安全帽，帽内无缓冲

层的严禁使用。

4.施工现场“人在帽在”。

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中，不得将

安全帽脱下，搁置一旁，或当坐

垫使用。在室内带电作业时，更

要认真戴好安全帽。

5.注意日常养护。安全帽

大部分使用高密度低压聚乙烯

塑料制成，具有硬化和变蜕的性

质，不宜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

（新华）

安全帽变身“脆皮夺命帽”？

佩戴安全帽，这5点应该牢记！

不知从何时起，仙人掌戴
上了“防辐射”的帽子，一些经
常使用电脑的人会在电脑旁摆
一盆仙人掌，但是仙人掌真能
防辐射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
题，那就是电磁辐射不等于光
学辐射。

电磁辐射是辐射种类的其
中一种，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磁场，是由场源产出的电磁
能量中的一部分脱离场源向远
处传播，而后再返回场源的现
象，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
扩散，以弯曲光速进行直线传
播。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
场，热辐射和雷电都可以产生
电磁辐射，太阳及其他星球也
会从外层空间源源不断地产生
电磁辐射。我们身边的电磁辐
射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经常使用
的电子产品和家电。

仙人掌生活在阳光充沛的
沙漠中，阳光可以产生一种“辐
射能”，而仙人掌作为防辐射植
物，吸收的是阳光中的紫外线
辐射，并且吸收能力还高于其
他植物，但是它吸收的并不是
电磁辐射。不仅仅是仙人掌，
目前，人类尚未发现有其他植
物能达到吸收辐射以使人体免
遭辐射影响的效果。

仙人掌不能防辐射，那把

它摆在电脑桌前还有什么作用
呢？

第一，仙人掌作为绿植，具
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
用。通过光合作用增加室内的
氧气含量，改善空气质量。

第二，形状各异的仙人掌、
仙人球，造型特别、外观靓丽。
长时间的盯着电脑容易造成视
觉疲劳，将视线转移到植物身
上，可以舒缓眼睛的疲劳，使人
精神放松。

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
电子产品，不仅会使我们的皮
肤出现问题，也会严重损害我
们的视力，那么我们应该怎样
防辐射呢？

首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
远离辐射源，减少接触电磁辐
射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我们
工作过程中，每隔 2-3 个小时
抽出几分钟时间，远离电脑，让
眼睛得到短暂的休息。

其次，做好脸部的护理和
保养。在办公桌、电脑旁常备
护肤品，比如保湿喷雾、清洁面
膜、隔离霜等，工作之余洗个
脸，涂抹保湿产品，能让你和你
的肌肤都精神起来。

另外饮食方面，多喝酸奶、
多吃水果，它们都含有维生素
B，可以有效抵御辐射的伤害，
并修复因电脑辐射而产生的肌
肤暗黄等问题。（新华）

仙人掌放在电脑旁能防辐射？

进入厨房炒菜，除了一些
常见的调味品之外，葱姜蒜也
是很常见的辅料。在炒菜之
前，加入葱姜蒜爆炒能够很好
地提升菜品的香味。而其中的
姜，还有生姜和干姜之分，这两
种姜哪个更胜一筹呢？

生姜、干姜同属姜科，是植
物姜的根茎。不同的是，生姜
为姜的新鲜根茎，而干姜则是
生姜干燥除水而成。姜有南北
之分，也就是说姜的种植地域
不同，它的性质及用法也有不
同。例如四川、湖南等南方地
区产出的姜，由于气候炎热、光
照充足、生长期长，一般在冬至
时采收。其根茎瘦小，粉性强，
辣味浓烈，水分较少，适合药
用，称为“药姜”。在山东、河南
等北方地区，气候较为寒冷，霜
冻期早，生长期短，一般于立秋
前后采收姜。这种姜根茎肥
大，粉性弱，辣味淡薄，水分较

多，以食用为主或以生姜入药，
称为“菜姜”。传统意义上，产
于四川犍为、三衢开化等地的

“药姜”，经过去皮曝晒加工，这
种姜才应该是地道的干姜。

自古以来，中医就以姜当
药，发挥其缓解疲劳、乏力、厌
食、失眠、腹胀、腹痛和健胃增
进食欲的功效。但是生姜与干
姜却是作为两种不同的中药，
有着不同的功效。

生姜偏于表，药性辛、温，
归肺、脾、胃经，侧重解表、散
寒、止呕，常用于脾胃虚寒，食
欲减退，恶心呕吐，或痰饮呕
吐，胃气不和呕吐；还能解生半
夏、生南星等药物中毒，以及鱼
蟹等食物中毒。从治病的角度
看，生姜含有挥发油和姜辣素，
能刺激心血管，引起汗腺分泌
增加，从而产生发汗祛寒之
效。我们经常喝到的生姜红糖
水只适用于风寒感冒或淋雨后

有胃寒、头痛、发热的症状，不
能用于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患
者，也不能用于治疗中暑。

干姜为生姜的加工品，是
将姜的根茎切片后晒干或者低
温烘干而成，干姜的总挥发油
含量低于生姜，但辛辣成分较
生姜多。作为一味重要的药
材，侧重温中、温肺、回阳。此
外，民间还流传着“干姜有枣，
越老越好”的俗语，意思是说姜
和枣生长时间越长、成色越老，
质量就越好。

姜皮虽属生姜的一部分，
但性味及功效完全不同。姜皮
辛、凉，有和脾行水、消肿、止汗
的作用。

同时，很多人对吃姜削不
削皮存有疑问，在通常情况下，
鲜姜洗净后即可切丝分片，最
好不要去掉姜皮，这样可以保
持生姜药性的平衡，充分发挥
生姜的整体功效。（新华）

茶的发现和利用已有数
千年的历史了，据考证，有文
字记载的茶事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唐代陆羽所著的《茶
经》，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
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茶
学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
书”。现如今茶的“足迹”已经
遍布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广受
欢迎的绿色饮品。那么有人
说喝隔夜茶会致癌，这是真的
吗？

隔夜茶一般是指茶叶浸
泡超过12小时以上，或者是搁
置了一晚上的茶。有些人说
喝隔夜茶会致癌的主要原因
是隔夜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
致癌物：亚硝胺。

亚硝胺是重要的化学致
癌物之一，也是四大食品污染
物之一。食物、化妆品、啤酒、
香烟中都含有亚硝胺。特别
是在烟熏食品中，含有大量的
亚硝胺类物质，当熏腊食品与
酒共同摄入时，亚硝胺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还会成倍增加。

生成亚硝胺的基础物质
亚硝酸盐、硝酸盐和胺类在食
物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蔬菜
中亚硝酸盐的平均含量大约
为 4mg/kg，肉类约为 3mg/kg，
蛋类约为5mg/kg等等。

在人们日常膳食中，绝大
部分的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像

“过客”一样随尿液排出体外，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转化
成亚硝胺。所以，通常条件下
膳食中的亚硝酸盐不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危害，只有过量摄
取，且身体内缺乏维生素C的
情况下，才能对人体造成危
害。茶叶本身富含维生素 C
和茶多酚，反而成为了合成亚
硝胺的天然抑制剂。

因此隔夜茶致癌是没有
科学依据的。但是从营养和
卫生的角度来讲，隔夜茶中的
诸多营养物质均有流失，而且
微生物含量会上升。如果在
某些情况下发生变质，还会因
个人的身体情况造成潜在性
伤害。（新华）

隔夜茶
真的会致癌吗？

你知道生姜和干姜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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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胡鹏飞） 12 日下午 6 点左
右，革命烈士陵园北部角落里
突然出现了火苗并有蔓延趋
势，好在人民公园管理队工作
人员及时发现并迅速反应，最
终明火被扑灭。

记者昨日从市城管局诚诚
广场中心了解到，当天下午，
革命烈士陵园北部角落里的枯
枝树叶突然燃起了火苗，人民
公园管理队的工作人员发现后
第一时间拨打了 119，而管理
队队长也同时组织职工启动了
紧急消防模式。

“我们的工作人员完全没
有慌乱，而是迅速反应，利用
灭火器、水管等工具奋力展开
扑救，尽最大努力控制火苗的
蔓延。也因为大家反应及时，
在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后，
明火大约在 5 分钟后就被成功
扑灭了。”据人民公园管理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经现场检查，
此次火情疑为烟蒂引起，因此
他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随着气
温升高，也到了火灾易发季
节，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日常
注重安全细节，确保杜绝火灾
等安全事故。

革命烈士陵园北部角落现火情

“广场人”迅速反应助灭火

图片新闻
近日，蓝天河道

管理服务中心组织
人员清理香草河大
林沟河段淤泥，清淤
面 积 达 3150 平 方
米。此次河道清淤
不仅大大提高了河
道行洪能力，确保沿
岸群众安全度汛，而
且进一步推进了“河
长制”工作，改善了
河流水质。（记者 王

国禹 通讯员 刘立

霞 摄）

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 通
讯员 韦志华）最近，微信朋友
圈里不少人都在转发一条信息，
称“本月 15 日至 25 日进行飞机
撒药治白蛾，不要在室外晒被
子、晾衣服，也不要在室外进行
烧烤，吃露天食物，应尽量减少
户外活动，大家把爱心传递下
去”，最后注明园林办通知。对
此，园林部门辟谣，这是一则假
消息，市民勿信以为真。

“我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
到这条消息才转发的，因为前段
时间小区里刚对绿化进行喷洒
治虫，提醒业主不要在室外晒被
子，所以我看见这条消息时就相

信了。”市民王女士对记者说道，
最近她微信朋友圈里频繁出现
这条信息，时间很具体，单位很
明确，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孩
子家长更容易转发这样的信息，
因为每到周末，大家就会把孩子
放在学校里用的被子带回家晾
晒，而且小朋友也喜欢摘路边的
花草，如果这条信息是真的，那
肯定就得注意了。”

随后，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
到，这其实是一则网络炮制的假
消息，前几年就已经在多个城市
出现过。相关负责人解释道，首
先我市并没有“园林办”这样的
机构；其次，城区进行病虫害防

治不可能使用飞机进行大范围
喷洒的方式进行，主要为绿化喷
洒车和人工喷洒配合。另外，我
市并非白蛾爆发的区域。

虽然消息是假的，不过，该
负责人提醒，目前我市一些树木
也开始出现病虫害，近期园林工
人正在积极治理蚜虫，道路绿化
植物的撒药杀虫工作变得频繁，
市民如果遇到喷洒作业，还请尽
量绕道，避免直接接触药水。路
边绿化树的果实，也请勿采摘，
避免误食残留农药，特别是带小
孩的家长以及一些喜欢养宠物
的朋友，要注意看管好自己的小
孩以及宠物。

“飞机撒药治白蛾”疯传，是真的吗？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近
日，镇江市民政局向玉汝于成助
学社颁发了“丹阳市玉汝于成慈
善基金会法人证书”，玉汝于成
慈善基金会获得“户口”。据悉，
这是我市成立的首家民间慈善
基金会。

玉汝于成助学社成立于
2014年5月31日，是由在各地工
作的我市中小学校友和社会爱
心人士组成的一个助学组织，为
贫困青少年儿童提供能力评估
及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并帮助特
困优秀学生与爱心人士建立一
对一的助学关系。截至目前，助
学社共资助了 380名贫困学子，
间接受益 1000 余人，也因此获
得“3A 级社会组织”“丹阳市关
爱流动、留守儿童工作先进集
体”“丹阳市优秀服务团队”等荣
誉。

通过长时间的走访，助学社
成员发现我市 1000多户失独家
庭很多存在着生活、精神双重困
难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残疾人
生活困难。

“以前，我们专注于助学，但
在助学过程中发现，孩子上学困
难的，大多家庭也贫困，所以我
们希望能全方位帮助这些家庭，
因此就需要更多的资金，于是成
立了基金会。”基金会负责人、玉
汝于成助学社负责人恽汝成告
诉记者，升级成为玉汝于成慈善
基金会后，玉汝于成将开展除助
学外的济困、助残、救孤、扶老、
赈灾等慈善活动。

“基金会是更正规的慈善组
织，享受政府政策支持，所有的
捐款都能享受所得税抵扣优惠，
这样能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加入慈善行列。”恽汝

成说，在一个月前的基金会筹备
会上，多名爱心企业家和爱心人
士纷纷响应，江苏欣盛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海华、丹阳市
新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伟新分别捐款 50 万元，丹阳
市双峰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巢
杏松，爱心人士冯留生、韦伟、戎
南楼、王晖、郑伟辉、朱明、曾昭
芳也纷纷捐款，共筹集慈善基金
200万元，为基金会提供了启动
资金。

“助学社创办以来，志愿者
付出很多，虽然没有工资，但三
百多位志愿者有钱捐钱，有力出
力，不慕名利，是他们的善良、爱
心创造出了玉汝于成慈善品
牌。今后，在保证公正公平公开
的基础上，我将和他们一起，继
续把助学做得更好。”恽汝成
说。

我市成立首家民间慈善基金会
玉汝于成将开展除助学外的济困、助残、救孤、扶老、赈灾等多项慈善活动

为进一步推广儿童保健实
用技术，提高全市儿保 （儿
科）医生儿童保健专业知识和
技术水平，5月 8日下午，丹阳
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全市医疗单
位从事儿保 （科） 专业人员、
我市儿童保健专委会所有成
员，全市托幼机构保健老师，
举办“丹阳市儿童保健新知
识、新技术推广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江苏省
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胡幼芳
主任、镇江妇幼保健院儿童保

健科陈佳副主任、丹阳妇幼保
健院儿保科李竹芳主任医师，
分别就“0~6岁儿童健康管理”

“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诊断和干
预”“ABCD快乐育儿法”进行
了专题讲座。

通过本次培训，拓展了全
市儿童保健工作人员的新视
野，提高了儿童保健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平和技能，同时将使
我市儿童保健工作迈上新的台
阶。

丹阳市妇幼保健院承担着

全市妇女儿童的保健、医疗任
务，是全市妇幼保健业务指导
中心。在儿童保健方面，自
2017 年开始高危儿门诊，接受
全市高危儿转诊。开设儿童行
为发育科，有韦氏智力测试、
DDST、0~6 岁儿童发育评分、
语言评估、绘人测试、CABRS
测试 （孤独症筛查）、Conners
行为测定、ADHD 测试（多动
症测试）。在多动症的治疗方面
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开设儿童
营养科，对儿童进行生长评

价，指导家长科学合理喂养，
开展微量元素测定等。开展对
营养性贫血的查治、佝偻病防
治、营养不良防治，开展地中
海贫血检测、新生儿听力筛
查，开展儿童眼保健、儿童视
力与屈光度筛查，开展儿童髋
关节发育不良筛查、
先天性心脏病检查，
开展儿童身高促进门
诊等。承担全市儿童
入园体检、在园儿童
定期体检，以及托幼

机构工作人员体检，托幼机构
各类人员的培训、指导、考
核，基层卫生院、社服中心儿
保医生培训。儿童保健科共有
13人，医师9人，护士4人，其
中主任医师 1人，副主任医师 1
人。 彭超

注: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预约咨询电话：86989030

外院专家门诊

妇幼保健院举办儿童保健培训班

时间
周三
周四

周六

周日

专科
放射科

消化内科（上午）
心内科（上午）
消化内科（上午）
内分泌科（上午）
关节外科（上午）
骨科（上午）

妇产科（上午）
放射科

超声科（上午）
超声科（下午）
眼科（上午）

女性不孕不育（上午）
超声科

医院、专家、职称
江大附属医院邹金梅副主任医师

江大附属医院何亚龙主任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姜正南主任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何亚龙主任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
江大附属医院专家左华主任

解放军359医院专家李桓毅主任
上海红房子医院朱芝玲主任
江大附属医院刘文新主任医师
江大附属医院沈楚副主任医师
江大附属医院张歆副主任医师
江大附属医院肖寿华主任医师

上海红房子集爱生殖中心李璐主任
祝芳华主任

为积极帮助乳腺病友术后
康复，促进女性关爱乳腺健
康，5月 8日下午，第二人民医
院乳腺科乳腺病友联谊会在镇
江南山举行。

大家打卡二院最美花墙
后，开启快乐旅程。走在镇江

南山绿道上，大家三五成群地
边交流边欣赏。休息时间，边
饮茶水边进行才艺表演。通过
有奖问答，向大家普及乳腺自
查及乳腺癌相关知识。二院骨
科及外科护士长还向大家讲解
颈部功能锻炼操及甲状腺自查

方法，通过互动学习掌握技
巧，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活动始终充满了鼓励和关
爱，乳腺病友沙龙超越了医患
关系，以专业、温暖的态度引
导患者，助力正向人生，增添
了更多温情。

乳腺病友快乐南山行

乳腺科：丹阳市重点专科【链接】

二院乳腺科与上海国际和
平医院联合打造乳腺病诊治中
心。承担全市妇女乳房保健、
医疗、科研及乳房病防治的指
导工作。该科技术力量雄厚，

设备先进，以乳房良恶性疾
病、乳腺保健、乳房美容为工
作重点，在乳腺癌筛查、围哺
乳期保健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在丹阳地区率先开展乳腺

微创技术、乳腺癌保乳术、前
哨淋巴结活检术、乳管镜检查
等多项新技术，对乳腺疾病采
取规范化、个体化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