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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康建民） 24日中午，镇江
高速一大队二中队民警汪志勇，
在沪蓉高速上刚处理完一起交
通事故，归途中又成功扑灭了我
市境内的一处明火。

当天，汪志勇先是在沪蓉高

速上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当他
得知事故原因是驾驶人疲劳驾
驶导致的，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
再发生，于是他在归途中特意加
大了巡逻力度。直至丹阳段225
公里处时，他突然看见高速公路
旁绿化带内浓烟滚滚，于是立即

通知指挥室派消防官兵增援，同
时安排辅警在车后面向来车方
向做警戒提示。随后，他拿起车
载灭火器冲向护栏外灭火。

由于地表腐殖质层较厚，火
势蔓延很快，一个车载灭火器很
快就用完了。看着高速公路上
方的滚滚浓烟，火借风势更是一
直往高速路面蔓延，汪志勇着急
万分。火情不仅对过往车辆通
行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周围还有
村庄，如果不及时处置，蔓延开
来后果难料。于是，汪志勇赶紧
到距离着火点不远处的安全地
带，用树枝扒开腐殖质及易燃
物，形成隔离带，防止火势进一
步蔓延。

很快，消防官兵到达现
场，发现明火已经燃烧了近一
公里。庆幸的是，由于汪志勇
处置果断及时，加上消防官兵
的努力扑救，火势很快得到了
控制。此时，已是满头大汗的
汪志勇看到明火已灭，顿时松
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投入到了
巡逻警戒中。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为泄私愤，一些人
竟谎报警情，严重妨害了 110的
接处警秩序。24日，记者从警方
获悉，今年 3 月份以来，我市已
查处 3起谎报警情案件，3名违
法嫌疑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
留。

最近一段时间，南环路派出
所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我市某
娱乐场所存在涉黄涉娼情况。
而每一次接到报警后，该所民警
都立即去现场调查取证，然而，
民警始终未发现有涉黄涉娼情
况。随后，民警通过报警人信息
排查发现，该类疑似警情多是一
名江苏淮安籍男子翟某某所为，
且其举报的情况皆不属实。通
过摸排调查，守候伏击，民警将
违法嫌疑人翟某某抓捕归案。
经调查，最近一段时间，违法嫌
疑人翟某某为寻求刺激，故意谎
报警情高达 30 余次。同时，翟
某某此前曾因谎报警情，已被公
安机关处理过两次，属惯犯。目
前，违法嫌疑人翟某某已被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

4 月，和平桥派出所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有人频繁

拨打 110举报某KTV有卖淫行
为。接警后，和平桥派出所民
警立刻赶赴某 KTV 进行检查。
民警对KTV内的所有包间进行
了严格仔细的检查，并对当晚
KTV内有女性的包间进行了相
关登记和细致盘查，发现并没
有报警人所反映的情况。随
后，民警将报警人带至派出所
询问。经调查，报警人为安徽
籍年轻男子胡某，其对谎报警
情的事实供认不讳。原来，胡
某是该 KTV 的服务生，有一
次，他和一名前来消费的女子
发生矛盾，于是怀恨在心。为
泄私愤，每次只要看到该女子
来KTV唱歌，他便报警谎称其
在 KTV 内提供色情服务。日
前，胡某因谎报警情被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5日。

近日，访仙镇男子肖某在酒
后频频拨打 110 报警电话，谎
称有人在访仙镇某茶馆内聚众
赌博，噪音扰民。接警后，访
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经查，肖某所报警情并不属
实。通过进一步询问了解，原
来，40 多岁的肖某平常爱喝
酒，且经常酒后在茶馆内胡

闹，茶馆老板对他很有意见，
两人也因此多次发生矛盾。怀
恨在心的肖某便在酒后频频报
警，称茶馆内有人聚众赌博或
噪音扰民。23日，违法嫌疑人
肖某因谎报警情被警方依法行
政处罚。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110”作为非常重要的社
会资源，决不允许恶意谎报警
情，报假警不仅浪费了警务资
源，同时也妨碍了民警正常的
办案秩序，对存在恶意谎报警
情的行为，公安机关也会对其
进行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六十条规定，伪造、隐匿、毁
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
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
法办案的，处 5日以上 10日以
下拘留，并处 200元以上 500元
以下罚款。

谎报警情，三名男子先后被处罚
警方提醒：“110”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莫把报警当儿戏

从事故现场转战火场
高速民警扒出隔离带

市民不慎丢失钱包
时隔五天完璧归赵

本报讯（记者 旦平 通讯员
嘉阳）“钱包在公共场所掉了已有5
天，你相信还能找得回来吗？不管
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世上还是
好人多。”24日上午，市民朱先生拨
通记者的电话，在记者还没来得及
回答时，他已经给出了这样的答
案。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让朱先生
发出如此的感慨？事情还要从 5
月 20日晚的丹阳奥体演唱会说

起，当晚，他来到奥体看演唱会时，
随手将钱包放在主办方准备的手
提袋里，结束离场时，却忘了拿手
提袋，“钱不多，但里面有各种证
件，丢了很麻烦，当时我就懵了。”
意识到钱包丢失后，朱先生便返回
奥体寻找，“座位前后左右，我几乎
翻了个遍，但还是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家等消
息，但过了5天，还是没有任何消
息，就在朱先生几乎已经放弃的时
候，24日上午，界牌派出所的民警
打来电话告诉他，钱包被好心人拾
到送到了派出所，希望他能尽快去
认领。当朱先生怀着激动地心情
赶到界牌派出所时，拾金不昧的好
心人早已离去，经朱先生清点，现
金、证件一样不少。

“后来我通过民警加了对方的
微信，向她表示了感谢。”朱先生告
诉记者，可能是看演唱会时，对方
坐在自己附近，不小心误拿了手提
袋，后来一直放在车上没有打开
过，昨晚对方在整理车上物品时，
才发现这个钱包，便送到了派出
所。朱先生表示，本来他已经打算
去补办证件了，完全没想到时隔5
天还能找回，今后如果碰到类似的
事情，一定会向她学习，将正能量
传递下去。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媒
体向这位好心人表示感谢。

图为火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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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即将来临，近日，云阳街道妇联和市民广场社区的巾
帼志愿者走进敬老院，提前给老人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袁建芬 吴爱芳 摄）

25日，市城管局环卫处利用雨天作业优势，组织环卫工人清
洗交通隔离栏，特别加强了对隔离栏底座的保洁工作，提升环卫
保洁精细化管理水平。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伟 摄）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坐落于丹阳市河阳杏虎

路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有证房
产、无证房产（均含固定装饰装修）及其
他附属设施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坐落于丹阳市河阳
杏虎路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
号：（2006）10346]及地上有证房产[房产
证号：丹房权证司徒字第 27001818号、
丹房权证司徒字第 27004229号]、无证
房产（均含固定装饰装修）及其他附属
设施，起拍价：1704.99万元。

二、拍卖时间：2019年 6月 27日 10
时至 2019年 6月 28日 10时止（延时的
除外）进行第一次拍卖；2019年 7月 25
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26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进行第二次拍卖。如两次拍
卖均流拍，申请执行人或其他执行债权

人未申请以物抵债的，则于2019年9月
1日10时起六十日内（竞价周期与延时
的除外）进行变卖。如当次拍卖成交，
将不再进行下一次拍卖（变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开拍
前（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
于开拍前三个工作日前与法院联系，统
一 安 排 看 样 。 咨 询 电 话 ：
0511-86703035、86703061。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
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和人民
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
cn）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丹阳市中山路194号

朝阳大厦四单元 301室房地产（含
固定装饰装修）及室内物品进行公
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中山路
194号朝阳大厦四单元 301室房地
产（含固定装饰装修）及室内物品
【房产证：丹政字第860744号、土地
证：丹国用（2012）字第4963号】，起
拍价为422688元。

二、拍卖时间：2019年 7月 1日
10时至 2019年 7月 2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
会；2019 年 7 月 31 日 10 时至 2019
年8月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

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首次拍
卖成交，将不再进行第二次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
开拍前（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看
样时间统一安排，如需看样请提前
电 话 预 约 ， 咨 询 电 话
0511-86703034。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
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查询。

中高考在即，考生们积极备
战的过程中，如何缓解紧张情绪、
自我调节减压？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心理科杨雪岭副教授和颜
海峰博士结合临床遇到的个案，
给广大学生和家长提出了建议。
杨雪岭还给大家介绍了上考场时
消解紧张的小窍门，包括吐纳呼
吸和使用积极心理暗示的“小道
具”，趁着还有时间，练习起来！

家长请无条件接纳孩子
的优缺点

杨雪岭介绍说，平时门诊中
青少年患者的比例大概有20%~
30%，大部分存在学业压力引起
的问题。目前临近中、高考，门诊
中就诊的青少年患者略有增加，
多数是因为压力导致的焦虑、睡
眠问题等。

“很多患者都是在出现了比
较明显的症状以后，才来到诊室
的。其实，父母可以早点注意孩
子的表现，早点干预可以避免很
多严重问题。”杨雪岭建议，家有
学业繁重的青春期孩子，父母在
和孩子相处时有两点要注意：一
是多进行有效沟通，和孩子做朋
友，满足孩子的各种心理需求。
不要动则以对抗、互相指责的方
式来进行沟通，要多鼓励、多表
扬。二是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的
优点和缺点。哪怕成绩下降，也
是成长过程中会出现的正常现
象，可以培养孩子应对挫折的能
力，这个过程家长要予以支持、陪
伴。

那么，如何发现心理情绪问
题的早期表现呢？杨雪岭说，如
果孩子突然出现莫名的情绪低
落、不爱说话，性格转变；或者
烦躁不安、易激惹；成绩下降等
现象，家长要留意是否在生活、
学习甚至孩子跟同学、老师的
交际是否出现挫折、遇到困难，
积极进行引导，不要让这些小
的“情绪感冒”在紧张备考中演
变成大问题。“还有些孩子，会
突然沉迷游戏、玩手机，有的人
半夜偷偷起来玩手机”，很多家
长认为这是成绩下降的根源，

简单粗暴地进行阻止，实际上
这可能正是孩子感觉到了压
力，进行宣泄的一种行为，家长
应该疏导而不是强行指责、阻
止。

良好的睡眠是最好的
减压办法

颜海峰说，临床上就诊的
各种心理问题患者，超过九成
首先表现或伴随着睡眠问题。
考前很多学生都会在客观上睡
眠时间减少，实际上，短期内如
果睡眠时间缩短，但睡眠质量
没有问题的话，可能不会对人
的认知、记忆能力产生影响，但
如果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乃
至出现比较严重睡眠障碍的时
间超过半年，是一定会对人的
精神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的。所以无论学习多么紧张，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
量依然是第一位的。同时，如
果家长对心理健康的知识认知
不多的话，一个最简单关注孩
子心理健康的指标就是睡眠，
如果孩子睡得好，多半不会有
什么问题。一旦发现孩子多
梦、早醒，那就要警惕了，尤其
是早上明明可以多睡一会，却
睡不着，早早醒来，那是需要引
起重视的。

小考成绩好大考怯场
怎么办？

有的孩子平时成绩很好，
却容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遇到重要的、大的考试就发
挥不出正常水平，怎么办？杨
雪岭说，有的孩子在认知上自
我要求、自我期待高，把自信
建立在成绩的基础上，会担心
拿不到好成绩得不到老师、同
学和父母的肯定。恐惧心理会
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在考前
就非常担心考不好会承担不好的
后果。考前焦虑的情绪会直接表
现为手抖、心慌、出汗、频繁上厕
所乃至胃痛、腹泻等。

考试之前如果过于焦虑，实
在无法排解，也可以选择就诊，在

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结合心理治
疗，短期使用抗焦虑药物。对于
轻度的紧张、焦虑，杨雪岭也教给
大家三个解决问题的小窍门。

1. 使用“安慰剂”
实践证明，安慰剂疗法是能

够给到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达
到缓解焦虑、改善情绪的效果
的。所以一些普通的有安神作用
的非处方药物，褪黑素、口服液类
的保健品、天麻汤等，作为“安慰
剂”给孩子适当吃一点也无妨，只
要吃后孩子心理上觉得舒服就可
以。“有历届的家长反馈过，考前
孩子紧张，睡不好，就给孩子吃了
一些普通的维生素，告诉他是

‘安神补脑’作用的药物，结果效
果也不错。”

平时学习紧张的时候，抽出
一点时间跑跑步，做点运动，可以
让晚上睡得好一点。

2.练习“正念减压”方法，临
考可应急

临上考场，有的人紧张得发
抖出汗，脑袋一片空白，或者一听
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都会紧张，
怎么办？不如从现在开始，学一
套“正念减压”方法，开考时，利用
发卷的一两分钟练起来：

放下笔，利用给自己一两分
钟的安静时间，把注意力放在专
注的呼吸上，感受缓慢呼气的过
程，深呼吸缓慢吐气 5至 10次。
在内心反复进行积极暗示：只要
放松，就能考出好成绩。随后在

意识中进行全身的“躯体扫描”，
从头到脚，到肢体，全身每个部位
都放松下来。整个流程下来，只
要两分钟，就能放松身心。

3.给自己一些幸运“小道具”
女生可以在平时找到一种自

己喜爱的味道清淡的香水，在身
心最放松、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喷
一喷，让这种味道和正面积极、轻
松的情绪产生“联系”，建立起心
情放松的条件反射。到临上考场
前，也给自己稍微喷上一点这种

“愉快香水”，也有助于调节情绪。
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选择

在考试时穿戴自己最喜爱的衣
服。男生可以选择平时心情愉快
时佩戴的手表，在平时就有意识
地去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临考
的时候，这些熟悉的“小道具”都
有助于放松心情。

焦虑并非全是“坏事”
杨雪岭说，有研究表明，焦虑

程度和考试成绩并不是完全成正
比或反比的，两者的比照曲线呈

“倒U”形，也就是说完全不焦虑、
调动不起兴奋情绪，也很难发挥
出正常水平，当焦虑、兴奋程度达
到一个最佳水平，发挥水平也会
达到一个峰值，如果焦虑程度再
增加，又会影响发挥。一般来说，
物理、化学等科目需要的最佳焦
虑水平会比文科类低一些。所以
家长和学生其实也不必过度关注
和担心紧张、焦虑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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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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影片：
爱情、奇幻、冒险电影

《阿拉丁》；动画、动作、冒险

电影《龙珠超：布罗利》；温尚

翊、石锦航、蔡升晏、刘谚明、

陈信宏主演纪录片《五月天

人生无限公司》；剧情、喜
剧、爱情电影《邻座的怪同
学》；剧情、喜剧、家庭电影

《一条狗的使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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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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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部影片：
爱情、奇幻、冒险电影

《阿拉丁》；动画、动作、冒险电

影《龙珠超：布罗利》；温尚翊、

石锦航、蔡升晏、刘谚明、陈

信宏主演纪录片《五月天人

生无限公司》；剧情、喜剧、家

庭电影《一条狗的使命2》；剧
情、家庭电影《云端之上》；剧
情、喜剧、爱情电影《邻座
的怪同学》；剧情、历史电影

《周恩来回延安》；奇幻、冒险、

动作、家庭电影《大侦探皮卡

丘》；家庭、剧情、儿童电影《何

以为家》；恐怖、惊悚、悬疑电

影《午夜废墟》；剧情、惊悚电

影《一个母亲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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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春芳

明日停电

备忘录

5月28日 10KV丹升 I1J22
线（全线：丹阳市丹盛纺织有限
公司）09:00-12:00。

体彩七位数
第19080期：6 0 1 4 7 8 4

体彩大乐透
第19059期：07 08 15 27 32+08 12

体彩排列5
第19139期：4 0 6 1 3

福彩双色球
第19060期：3 4 14 20 23 27+1

福彩15选5
第１9139期：3 4 9 10 11

福彩3D
第１9139 期：8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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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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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11
5
0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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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ywater.com.cn
大考在即 如何缓解紧张情绪、自我调节减压？
心理医生教你几个小窍门，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压

新华社电 记者 26日从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
获悉，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
换形式，盗号神器等 66个窃取
个人信息恶意程序近日被发
现，该类病毒通过短信进行传
播,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
讯录，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
重安全威胁。

这66个被曝光的恶意程序
包括V聊、盗号神器、漏洞盗号
软件、刷赞大师、录像、违章查
询、招标文件、年会邀请函、各
种游戏变态辅助、和平精英变

态辅助、汪少 QQ 飞车防封
等。其中，恶意程序名称出现
最多的是录像，多达17次。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
分中心安全专家介绍说，被曝
光的这66个恶意程序主要危害
涉及：私自将用户手机里已存
在的所有短信和通讯录上传至
指定的邮箱；私自接收指定手
机号码发来短信控制指令，执
行控制指令内容；私自将用户
接收到的新的短信转发至指定
的手机号，同时在用户的收件
箱中删除该短信。

安全专家和网络安全机构
提醒，鉴于此类恶意程序多潜
藏在诈骗短信中，对于无缘无
故出现的链接或文件，尤其是
陌生用户通过短信、微信等工
具发送的链接或文件，不要点
击或接收，带有个人信息的网
页浏览记录等要及时清除；利
用各类安全软件对诈骗短信、
恶意程序进行拦截；打开手机
中防病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
控”功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
防御，这样可以第一时间监控
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刚刚过去的周末，连
着两天都在下雨，打乱了不少
人的出行计划。今天开始，我
市雨水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
上升乏力，总体上较为凉爽。

上周的天气用跌宕起伏来
形容也不为过。先是快速升温
进入了夏季，接着气温“冲上云

霄”打破了高温线，然后便是狂
风骤雨，气温也明显下降。从

“蒸桑拿”到凉快需要多久？上
周末便是答案。昨天，在雨水
的冲刷下，闷热的感觉全然不
在，身体感受到的是凉爽和舒
适。

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
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难达

到“3字头”，大家赶快享受这难
得的清凉吧！毕竟现在已经是
夏天，气温回升也是说不准
的。与此同时，本周天气也以
多云为主。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

多云，南风转北风 5级阵风 6~7
级，早晨最低气温：20℃左右，白
天最高气温：24℃到25℃。

28 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16℃到 17℃，白天最高气
温：24℃到25℃。

29 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17℃左右，白天最高气温：
27℃到28℃。

雨水渐止 天气凉爽舒适

66个窃取个人信息恶意程序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