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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是繁忙的工作中重要的休息“充电”时刻，如果
说早餐和晚餐还能依靠家庭解决，午餐怎么吃就成为了很多
上班族的“日常抉择”。回家吃来得及吗？单位没有食堂的
话怎么解决？其中的花费、时间、营养、健康甚至人际交往都
是当代丹阳上班族要考虑的问题。

在我市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的职员小刘一般在单位食堂解
决自己的午餐，她表示单位这
样做的人占大多数。“主要还是
考虑花费，食堂吃饭非常便宜，
虽然口味比较一般，但卫生基
本上还能保证，所以很多人会
选择在公司食堂吃午饭。但是
家离公司很近的或者对饭菜口
味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不会在单
位吃了。”询问了几位在单位吃
午饭的市民后，记者不难感受
到他们言语中对食堂伙食的

“将就”心理，有一些单位的食
堂是外包给餐饮公司的，还有
一些是雇佣阿姨作为厨师，饭

菜大都比较家常，菜色较为简
单，“大荤”的数量较少。

也有单位的食堂呈现出不
一样的景象，网友“琪琪 84”表
示自家单位的食堂由本地酒店
承包，菜色丰富，每天都有不一
样的主菜和各种炒菜、点心、汤
等，口味也不错。只是这样的
食堂一般价格比较高，一餐大
致在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

“琪琪 84”所在办公室的同事
就有觉得食堂价格高而选择回
家吃午饭的。

“我吃完外卖只要十几分
钟左右，但我选择外卖往往耗
时半小时或更多，很多店都点
来吃过，不是不爱吃就是吃腻
了，对于‘中午吃什么’这个问
题，真的是有点‘头大’。”在开发
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Amy如
此抱怨道。Amy向记者展示了
她的手机界面，外卖软件的历史
订单划了好几下都划不到底
——她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叫外
卖。面对记者的提问，她显得很
无奈：“前几年的外卖软件还有
很多大红包可以拿，现在基本上

都是满二三十块给你个一两块
的红包，为了起送价和满减自己
还要去凑单。没办法，外卖软件

已经知道你肯定还是要点的。
虽然单位会给一些用餐补贴，
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吃饭的花
销真的不小。”

市民王先生经营一家网
店，由于创业初期人手紧缺，他
常常身兼数职，繁忙的工作让
他很依赖外卖。他说：“我身边
很多人都习惯点外卖，应该说
丹阳像这样的年轻人不少，我
们其实也知道外面的食物里面
油多调味料也多，不是太健康，
但是没办法，自己一没时间，二
也懒得做饭。”

刚刚工作一年多的网友
“奚水深流”在市区工作，虽
然家离公司并不算近，但她还
是坚持每天回家吃午饭，主要
是为了省钱。“我们老板比较
好，一个月会给我们 200元的
午餐费，是当初谈好的工资之
外的，因为在市区吃饭的确比

较贵。我们每天回家吃饭，这
笔钱就净赚了。”她说，“但时
间的确比较赶，十一点半下
班，到家把饭热一下已经过十
二点了，吃完稍事休息就要准
备回公司，我们下午是一点上
班。”由于暂时还难以负担购
买汽车的费用，“奚水深流”

只能骑电动车来往于家和公司
之间，碰上雨雪天气和严寒酷
暑，这一天四趟的奔波就更让
她劳累了。“等我父母退休了
就好多了，到时候我回家就能
吃上准备好的饭菜。”她最后
补充道。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上班族
里，还有两位习惯和同事一起
去餐馆吃午餐的销售员。在他

们看来，这是职场里一个不可
或缺的谈话场合：同事们边吃
边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以交流
感情，也会交换一些信息和

“八卦”。“一般新人会比较害怕
这种场合，怕应付不来，实际

上你融入了这个环境之后就知
道一起吃饭的好处了，不仅可
以多点一些菜，更重要的是能
加强交往和了解更多消息。”
这是其中一位销售员的经验之
谈。

对于午饭，每个丹阳上班族都有自己的考虑
和选择，但无论你在哪里吃，都请对忙碌的自己好
一点，尽量吃得规律，吃得健康。祝你有个好胃
口，更祝你有个好心情！

食堂派：省心省事，偶尔会厌烦

外卖派：选择困难症+红包“精算师”

回家派：时间紧，奔波累

餐馆派：吃午饭也是一种社交

相对菜色较好的食堂餐食

这样一份套餐的外卖价
格在三十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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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以
‘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原则，以规
范化为导向，以打击犯罪、服务
群众为重点，不断加强接处警工
作，在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稳定、
预防打击犯罪、服务救助群众等
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今年以来已
协调各部门帮助或成功救助群
众 33人。”近日，市公安局大数
据指挥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
绍，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现已打
造成集合作战、指挥调度、勤务
督导、警务数据、科技保障五大
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型实战指挥
中心。

为民办事，呵护群众零
距离

3 月 25 日，昆仑华府小区
的贡某平通过公安微警务平台
咨询政审事项，称他现在新疆
工作，需要户籍地延陵派出所
出具一份证明材料，但由于家
中只有老父亲一人，且其脑部
受过伤，无法代办，所以希望
能委托一名好友前往派出所代
办政审。民警丁辉辉接到这一
咨询工单后，通过微信加贡某
平为好友，在微信上让其上传
身份证等信息，当确认信息无
误后告知，可视频委托指定好
友携带有效证件在约定时间前
往延陵派出所办理。 3 月 26
日，丁辉辉根据政审办理流
程，采用微信视频方式帮助其
办理了相关政审材料并交由指
定委托人，贡某平对 110 指挥

调度中心为民服务深表感谢。
4月29日，市公安局110指

挥调度室接到市政府 12345 热
线工单：“丹凤南路保安综合楼
6 楼朝南外墙上方，有一个方
形水泥装饰物摇摇欲坠，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因工单描述情
节较为严重且容易引发公共安
全事件，属于紧急受理事件，
必须第一时间处置完毕。接单
后，民警立即启动“联动服
务+”项目，指令云天救援队
前往查看处置，并调度南环路
派出所民警前往配合。南环路
派出所民警至现场设置警戒
线，与云天救援队共同查看现
场并商讨处置方案。经进一步
排查，民警发现还有相邻两块
装饰墙体也已松动，既影响市
容环境，又对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形成潜在威胁。市公安局110
指挥调度室获悉后，第一时间
通报该综合楼管理单位，并要
求其落实修缮措施，以防类似
安全隐患再次发生。

解危救难，挽救生命见
真情

4月18日19时许，市民白某
玉收到安徽籍朋友夏某华发来
的一条信息后立即向界牌派出
所求助，因为朋友自称因感情受
挫在界牌镇一宾馆喝农药欲自
杀。接警后，该所立即查找当事
人的住宿记录，但未果，遂向市
公安局 110 指挥调度室发出核
查当事人位置的请求。市公安

局 110指挥调度室获悉后，立即
通报值班民警进行数据查询，但
只查得当事人于 4月 11日在南
京有过住宿记录，遂提请镇江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确定夏某华所
处具体位置。

当天 21 时许，镇江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反馈，夏某华活动区
域位于界牌无忧汽车维修中心
西边。市公安局 110 指挥调度
室根据情况进一步判断夏某华
位于富民路与旭日路交叉路口
附近，并及时通报给界牌派出
所。处置民警据此对沿路宾馆
进行逐一排查，于 21时 30分许
终于在界牌镇富民路某宾馆内
发现了情绪激动、已备了药物欲
服用的夏某华。民警通过反复
劝说，安抚开导，最终打消了其
轻生的念头。

4月 22日 14时许，市公安
局 110 指挥调度室获悉，一个
误食安眠药的小孩正被送往丹
阳城区，现已至通港路水晶山
路段。接报后，市公安局立即
指派埤城派出所值班民警赶至
水晶山路段进行寻找，并用警
车将小孩送往市人民医院救
治。经了解，该 2 岁小男孩上
午 9 时许在家误食了安眠药
后，一直昏睡未醒，家人在丹
北镇通过一辆电动三轮车将其
送往市人民医院，因怕耽误抢
救，遂拨打110求助。

保驾护航，回家之路伴
你行

3月20日13时许，后巷派出
所接到当地“肯德基”工作人员
报警，称有一男子长期滞留在店
内，疑似弱智人员。接警后民警
迅速赶至现场，发现该男子右手
残疾，疑似小儿麻痹症患者。经
询问，民警发现该男子表达不
清，经 110指挥调度室启动 110
民政救助通道后，进行救助对象
人脸比对，未发现省内救助记
录，遂呈请镇江市公安局开展全
国人脸识别，经比对，查得该男
子为安徽籍的江某祥，于十多天
前随其父亲至丹北镇赶庙会摆
摊时走失，其父亲仍在我市各乡
镇寻找儿子，后民警联系其父将
其领回。

2014年 9月 9日，界牌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后，将一名男性
精神病患者送到市救助站。由
于该患者精神恍惚，无法沟通交
流，于是救助站便将其送至市精
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接下来，市
救助站开始为其寻找家人。几
年来，尽管经过多方寻找，还是
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救助站只
得求助公安部门。今年 3月 22
日，市公安局 110指挥调度室获
悉情况后，便报请上级公安机关
对该患者进行人像识别，并于 4
月 18 日上午获得比对结果，该
患者疑似为常州市新北区罗溪
镇男子陈某，后经常州市救助站
核实得以确认。当天下午，该患
者的父亲赶至市第四人民医院，
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父子
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喜悦
的泪水。

据市公安局大数据指挥服
务中心民警马妮娜介绍，社会流
浪招领人员大多为老弱病残，且
普遍存在智力低下、表达能力欠
缺等情况，他们走失后，通常亲
人家属多方打听、四处查找，但
犹如大海捞针很难找到，而公
安、民政、卫生等部门在救助安
置时，则因身份信息核查困难，
造成救助效率不高、处置安置困
难等问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市公安局
110 指挥调度室依托公安大数
据、人脸识别等警务资源，通过
加强协调联动、推动信息共享等
方式，在流浪招领人员快速救助
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并取
得了良好成效。今年以来，已成
功招领救助流浪人员 13 人，协
助民政部门比对、核实滞留我市
多年救助对象 3人，帮助他们找
到了家人。

据了解，今年截至 4 月底，
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共受理
求助类报警 39506 起，其中，日
常生活求助 2539 起，环保类求
助 591起，紧急救助 37起，救助
流浪人员求助 9起，意外伤亡类
求 助 85 起 ，其 他 求 助 36245
起。

为民办实事、救人于危难、助流浪者回家……

“大数据”提升市民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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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出国金融一站式服务
●外币兑换
手机银行外币现钞预约，26种外币兑换。零钞及泰铢、韩元、新台币等小币种货
币兑换。

●中银通汇
境内中行个人客户向美、英、加、澳等36个国家或地区中行账户汇款，手机银行
免费。

●代理海外见证开户
代理中行在英、美、澳、加、日等18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支机构学生账户的开户见

证服务。代理开立加拿大存款证（GIC）服务。

●留学资金准备
提供存款证明、出国留学贷款、外汇留学贷款开办服务。

●中银全币种信用卡
国际标准芯片，境外消费防盗刷，每月首笔境外ATM取现免手续费，免收货币
兑换手续费，境外刷卡双倍积分。

●签证通
提供代传递签证材料，享受签证特殊权益。

●中银智汇
提供国际汇款智能服务，优先处理，收费透明，进度实时反馈，信息完整传递，支
持美、欧、英、日等多种货币。

中行丹阳支行营业部出国金融中心 丹阳市新民中路11号 0511-86903636、86900096

广
告

拓宽生命的绿色通道
中国人寿与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并发布新品

广
告

前沿科技，强强联手，守护
健康，福佑万家。5 月 17 日，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携手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签署合
作协议，并举办国寿如E康悦质
子重离子医疗保险产品发布会。

据悉，中国人寿推出质子重
离子医疗保险专属产品，以满足
客户对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治
疗新技术方面的医疗费用报销
需求。运用质子重离子射线治
疗肿瘤，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尖端
肿瘤放射治疗技术。该技术运
用质子或重离子射线在精准杀
灭肿瘤的同时，有效保护正常组
织，堪称打击肿瘤的“定向爆
破”。

产品亮点一：投保年龄高。
该产品投保范围为出生二十八
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的身体健
康者。产品保险期间为一年。
投保人可于保险期间届满之前
或交费宽限期内，经中国人寿同
意后交付续保保险费，可续保至
被保险人年满八十周岁后的第

一个年生效对应日。
产品亮点二：无免额，给付

比例高。产品不设免赔额，报销
费用包括被保险人接受质子重
离子放射治疗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床位费、膳食费、护理费、检查
费、治疗费和药品费等，给付比
例为100%。

产品亮点三：费率低，保障
高。每年最低交费10元，即可赔
付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而发生
的相关费用。

产品亮点四：正与医院探索
建立直赔通道。对于已购买该
产品且满足医院治疗条件的客
户提供专属通道。

国寿如 E 康悦质子重离子

医疗保险专属产品的推出，标志
着中国人寿在服务客户、对接专
属产品、满足客户健康保障需求
的领域正进行深层次开拓。中
国人寿副总裁徐海峰指出，此次
合作是中国人寿在科技引领发
展、丰富产品供给、深化服务合
作方面持续创新、探索的重要体
现，更是其坚持“用专业和真诚
赢得感动”服务理念下深挖保险
内涵、赋予保险温度的努力探索
和实践。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
离子中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质
子重离子技术的医疗机构，已成
功运营4年。截至5月8日，该机

构累计治疗患者1945例，治疗量
年均增长 34%。这一曾被国外
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领域，正逐渐
形成“中国方案”和治疗标准。

牵手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
院，是中国人寿探索“保险＋前
端医疗科技”的一次创新实践。
随着大健康时代来临，“科技诊
疗+健康服务+健康保险”将成
为未来病患诊疗的主流需求。
下一步，中国人寿将携手上海市
质子重离子医院，在健康管理、
服务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向客户
提供先进医疗资源，努力打造从
健康咨询、肿瘤筛查、疾病诊断、
就诊预约到保险理赔的全周期、
一站式服务平台。

在哪儿吃？吃什么？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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