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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王玉娟）近日，一张极为
珍贵的民国结婚证书现身我市
古代契约文书收藏馆。“这张中
西合璧的结婚证书非常珍贵，
除了它的长度达到罕见的 120
厘米外，更为难得的是，其证
婚、主婚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
流，其中主婚人是北伐名将李

明扬！”22日，收藏馆负责人孙
国武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张民
国结婚证书与一般的结婚证不
同，它共有五部分，分别为：
结婚证书、结婚照片、和合二
仙图案、百年好合图案，此外
还有结婚记录页面，合成后就
像一本折叠画页。经丈量，其

长度竟有120厘米！
孙国武告诉记者，这张证书

巧妙地将西式婚纱等西式元素
揉合在了传统中式证书之中，此
外，又通过淡化背景，使之不破
坏中式证书的整体形象，做到了
中西合璧。结婚证书上注明的
喜庆时间为民国三十六年六月
（1947 年 6 月），载明喜庆内容

为：李广生，民国江苏萧县人（现
属安徽）；凌群，江苏泰县人，今
由韩同、邱立麟先生介绍，在镇
江假座永安酒楼举行婚礼。证
婚人：民国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
先生。主婚人：李明扬。

作为镇江收藏界知名的古
代契约文书收藏人，孙国武对
这张民国结婚证书爱不释手。
他告诉记者，目前这对新人的
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肯定
家世显赫。这不仅能从这种罕
见的结婚证书上看出来，而且
证婚和主婚人的身份都很不一
般！

孙国武说，证婚人陆小波
先生，当时作为民国镇江商会
会长，在镇江声名显赫。解放
前曾任中央银行镇江支行行
长、镇江水电公司总经理、茅
麓公司董事长、南京大同面粉
厂董事长、京江中学董事长、
镇江商会会长、江苏省商会联
合会理事长等职，解放后历任
镇江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

席、省工商联副主委、省民建
副主委等职。目前，镇江仍有
陆小波故居遗址，已经成为文
物保护单位。

而主婚人则是北伐名将李
明扬。孙国武说，李明扬将军
是安徽省萧县人，生于 1891
年。清朝末年，他考入新式陆
军学堂，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
后，李明扬参加了江苏起义军
援鄂支队，在武昌结识了同盟
会知名人物李烈钧，并结为知
己。李烈钧回到江西后，出任
江西省都督兼赣军总司令，李
明扬追随左右，历任沿江防军
司令、湖口要塞司令兼赣军副
参谋长等职，并参加了“二次
革命”和护国讨袁战争。他先
后担任过北伐军团长、师长、
军长、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
指挥，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江苏淮南行署主任、国民党中
央监察委员等职，参加过抗击
日军的台儿庄大战。

一张民国结婚证书现身我市
长达120厘米，新人家世显赫，主婚人为北伐名将李明扬

图为民国结婚证书。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平） 23日上午，一男子
驾车在沪蓉高速公路行驶时，
突然肾结石发作，无法继续驾
车，便强忍疼痛将车停到丹阳
收费站附近。紧急时刻，镇江
高速交警立即对其实施救助，

驾车送其到医院治疗。
当日上午 10时许，镇江高

速交警一大队民警朱钰正在丹
阳收费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
查。突然，一名女子神情紧张
地跑到朱钰面前，称她老公肾
结石发作了，疼得厉害，需要
尽快送往医院治疗。朱钰听到
这个情况后，立即驾驶警车赶
到该男子所在车辆旁，并将该
男子扶上警车。由于男子肾结
石发作疼痛难忍，朱钰驾驶警
车一路闪警灯、鸣警笛，连闯
几个红灯，仅用时几分钟就将
该男子送至市人民医院急诊大
楼。看到男子得到医生救治
后，朱钰才放心离去。随后，
患者的妻子向民警表达了深深
谢意。

据了解，该男子姓万，当
日上午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
车从扬州出发，准备将车上货
物送至无锡。然而，当行驶至
离丹阳收费站还有 5 公里路程
时，他突然肾结石发作，疼痛
难忍，便就近选择在丹阳收费
站下高速。在疼痛感进一步加
剧后，万某实在无法继续驾驶
车辆，此时看到有民警在收费
站附近执勤，便让妻子向民警
求助。

在此，镇江高速交警也提
示广大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
车过程中，如突发紧急情况，
可将车停在安全地带并拨打报
警电话向公安机关求助，民警
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救
助。

男子驾车途中肾结石发作
高速交警紧急送医院救治

货车途中轮胎起火
消防官兵及时扑救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张家祥）20 日 7 时 19 分
许，伊甸园路碧桂园樾府旁一
辆货车突然发生火灾。接到报
警后，辖区云阳消防救援中队
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看

到一辆货车的右侧轮胎正在猛
烈燃烧，一旦烧至油箱部位，
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这一危
急情况，消防官兵立即取出水
枪进行灭火，堵截蔓延的火
势。经过大约 10 分钟的扑救，
大火被成功扑灭。随后，为防
止轮胎复燃，消防官兵又对轮
胎等部位进行冷却。在确保安
全后，消防官兵才离开了现
场。

据货车驾驶员介绍，当
时，货车正在行驶途中。突
然，他听到轮胎处传来爆炸
声，立即减速并将货车停靠路
边，下车一看，发现货车右边
轮胎已起火燃烧，当即报警。

目前，具体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之中。随着盛夏来
临，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车

主，预防夏季行车轮胎起火，
日常维护保养至关重要，特别
是货车、挂车司机应坚持每天
做好出车检查，重点检查车辆
刹车自动系统是否完好、轮胎
是否磨损老化。此外，夏季行
车，一定要确保车辆水箱里储
水充足，保证刹车用水不缺，
便于刹车时可随时对轮胎进行
冷却，防止轮胎在高温下运
转。还有应尽量使用合格的轮
胎，保证轮胎气压正常。

图为救助现场。

图为消防官兵正在对货车轮
胎进行灭火。 记者 王国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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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果蔬垃圾在堆放、储存过程中会产生恶臭气体，所以一
直是垃圾分类处置的一大难题。为推动农贸市场果蔬垃圾就地
分类，提高果蔬垃圾收集处置利用水平，最近，市城管局环卫处在
传统垃圾分类的基础上，创新引导农贸市场的商户对果蔬垃圾实
行分类倾倒。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丁芳 摄）

夏季来临，一些无证瓜果摊、蔬菜店、水果店店外出摊等季节
性市容乱象又有所抬头。对此，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连日来顶着
高温酷暑，对城区无证瓜果摊、水果店店外出摊等乱象进行了集中
排查、整治，以达到规范管理，无碍市容环境秩序的目的。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芳 摄）

如今酵素在时尚女性圈
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特别
是自制酵素成了讲健康、爱
美人士竞相追捧的对象，那
么，被炒得火热的酵素是何
方神圣呢？

酵素其实并不神秘。简
单来说，酵素是以蔬菜、水果
等为原料，经过加糖、密封、
保存的过程让其充分发酵，
最终得到可以饮用的液体。

从制作方法来看，各类
酵素就是一种自然发酵，即
不人为添加菌种，而单单依
靠原材料表面携带的微生
物，在制作过程中繁殖形成
一定菌落结构的发酵过程。
也因此，当人们说“水果酵
素”时，指的就是水果的发酵
液，其中包括糖分、多种有机
酸、酒精、氨基酸、维生素等
代谢产物及微生物活动分泌
或微生物裂解后释放的酶。
准确地讲，酵素是一种混合
物。

酵素一词是舶来语，来
源于日本，在我国统称之为
酶。那酶又是什么？酶是蛋
白质，是生物体内所产生的
具有催化作用的活性大分
子，但其活性的基础是蛋白
质的完整结构。以水果酵素
为例，首先来自水果的酶含

量极低，因为水果酵素中的
酶从植物细胞中被释放出来
后，很快就被微生物分解吸
收了；其次，酵素吃到肚子
里，经过胃的酸性环境、胃蛋
白酶的侵袭，吃进去的酵素
已经被分解，酶的催化作用
已荡然无存。就像传说吃猪
蹄补胶原蛋白一样，经过消
化分解，胶原蛋白早已四分
五裂。

水果本身含有多种酵
素，对人的身体的确有一定
好处。水果中的水解酶、蛋
白酶等可以帮助消化，也有
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不

过，服用水果酵素并不代表
可以补充这些对人体有益的
酶。即使这些水果酵素饮料
里确实含有丰富的酶，一旦
接触到人体消化系统里的消
化酶，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
和肽类，不再具有活性。因
此，想要靠酵素治病，还是不
要抱太大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购买的酵
素粉，还是自制的酵素液，它
们可以作为一种饮料来补充
部分营养，但并没有传说中
的那么神奇。如果想要减轻
体重、保持健康，管住嘴、迈
开腿才是始终不变的法宝。

手机丢了，怎样快速保住支付宝和微信里的钱？
你或你的亲友，或许都有过

丢失手机的惨痛经历。
在手机丢的当下，最着急的

就是手机里的各种资金和账户
了。那么，如何降低丢失资金的
风险？今天便为大家整理一份
资金保护指南。

■相对安全的情况
暂时未发现他人盗用你的

账户
如果手机丢失后，暂时没有

发现账户被登录或盗用的情况，
你需要：

1. 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
手机号，防止别人通过你的手机
号进行验证码等验证。

2. 找到一个新手机，登录
你的支付宝账号，修改密码。

由于支付宝同一时间只能
登录一个设备，登录成功后你丢
失的手机上的登录状态就会改
变，别人拿到你的手机，没有账
号密码无法登录。

3. 在新手机上登录你的微
信，点击设置—账号与安全—登
录设备管理，在登录设备列表中
删除你丢失的手机设备。

4. 依次登录你的所有网银
账户，并更改所有账户的密码。

另外，大部分投资账户，比
如股票账户、基金账户，往往要
求资金从指定你名下的卡片中
进出，所以问题不大，不放心的
话也可以进行改密。

■紧急情况
发现他人正在盗用你的账

户
如果发现你的账户已经开

始被他人盗用了，除了需要拨打
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号之外，建
议立即冻结各类资金账户，同时
报警。

☆支付宝

你可以用亲友的手机登录
支付宝，点击我的—设置—安全

设置—安全中心—挂失账号—
立即挂失，即可锁定当前账户，
锁定后账户暂时无法使用，没办
法进行资金往来，解除挂失前任
何人都无法登录。

☆微信

如果有亲友告诉你，有人正
在通过你的微信发消息，你要如
何保证自己的微信安全呢？

1. 尽快在亲友的手机上登
录你的微信。

2.点击我—设置—账号与
安全—微信安全中心—冻结账
号，开始冻结。

这样，你的微信账号就会冻
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冒用你的
身份进行诈骗，也不能窃取你的
个人隐私。

等到你换了新手机，就可以
通过同一页面上的“解冻账号”
把你的微信账号解冻，恢复正常
使用。

☆银行账户

手机丢失后，除了常用的支
付软件、通信软件容易成为坏人
的助攻对象，我们的网银也会处
于危险的境地，毕竟现在的坏人
技术越来越先进了，破解你的各
种密码有时候也是分分钟的事。

那么紧急情况下，如何保护
我们的银行账户安全呢？

拨打银行卡所属银行的客
服热线，进行账户挂失。挂失之
后网银将暂停使用。问题解决
后，可以再携带本人身份证与银
行卡去银行办理解挂即可。

另外，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
网银设置了指纹登录，一旦丢
失，坏人是否可以添加新指纹从
而登录网银？亲测网银APP会
检测到指纹有更换，所以无法识
别新指纹，需要使用账号密码登
录。

在手机丢失后，保持冷静，
及时止损，按照上述方式最大程
度地保护手机里的资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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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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影片：
动画、冒险、奇幻、家庭电

影《千与千寻》；喜剧、动画、奇

幻电影《玩具总动员4》；动作、

冒险、喜剧、科幻电影《黑衣

人：全球追缉》；动作、冒险、科

幻电影《X战警：黑凤凰》；陈

飞宇、何蓝逗主演青春、爱情

电影《最好的我们》；科幻、灾

难、动作电影《哥斯拉2：怪兽

之王》；剧情、运动电影《绝杀

慕尼黑》；战争、历史、动作电

影《八子》；严屹宽、代斯主演

悬疑、剧情电影《秦明·生死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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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冒险、奇幻、家庭电

影《千与千寻》；喜剧、动画、奇

幻电影《玩具总动员4》；动作、

冒险、喜剧、科幻电影《黑衣

人：全球追缉》；科幻、灾难、动

作电影《哥斯拉 2：怪兽之

王》；陈飞宇、何蓝逗主演青

春、爱情电影《最好的我们》；

爱情、青春电影《我的青春都

是你》；恐怖、惊悚电影《碟

仙》；梁家辉、古天乐主演动

作、剧情、犯罪电影《追龙 ll》；
白百何、黄觉主演爱情、剧情

电影《妈阁是座城》；动作、冒

险、科幻电影《X战警：黑凤

凰》；剧情电影《监护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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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 10kV 江南 287

线，至28701开关（287-28701：暂
无用户）05:00-12:30；

10kV 蒋北 288 线，至 28802
开关（288-28802：塘甸沟、王善
村、大后庄、滕村村委、丹阳市永
兴布厂、蒋墅自来水厂一带）05:
00-12:30；

10kV 西郊 14213 开关以下
（14213：东风村委、丹阳市华东
建材城有限公司、丹阳市精华美
术彩印厂一带）06:00-11:00；

10kV 灯城 22312 开关以下
(22312：丹阳市界牌镇卫生院、丹
阳市汽车配件五厂、江苏红光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一带)06:00-11:
00；

10kV 灯城 223 线（全线：灯
城大桥变、北大街、旧木市场、廿
一圩、战斗沟、丹阳市汉江微型
车配件厂、丹阳市华东照明灯具
有限公司、丹阳市诺信汽车部件
厂、丹阳市界牌镇铂晶宾馆一
带）10:00-11:00。

新华社电 夏至后不久，一年
中最热的时间就要到了，也就是
民间百姓常说的“三伏天”。天文
专家表示，“夏至三庚数头伏”。
今年的入伏时间是7月12日，“三
伏天”长达40天。

我国古代采用“干支纪事”的
方法用以计年、计月、计日、计

时。所谓“干支”就是十个“天干”
和“十二地支”。十个天干是：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使
用天干和地支的两个字搭配，来
表示年、月、日的序号。由于天干
是10个，所以每隔10天就出现一

个庚日。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传
统的推算方法规定，夏至后的第
三个庚日起为“初伏”，从夏至后
的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
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总
称为“三伏”。由于夏至与第一个

庚日之间的天数几乎每年都不一
样，所以与“三庚”的天数也不是
固定的。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初伏”
和“末伏”都是10天，中伏天数则
不固定。“这是因为当夏至与立秋
之间出现 4 个庚日时中伏为 10
天，出现5个庚日则为20天，所以

‘中伏’到‘末伏’有时为10天，有
时为20天。”史志成解释说。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天”来
说，7 月 12 日至 7 月 21 日为“初
伏”，7月 22日至 8月 10日为“中
伏”，8月 11日至 8月 20日为“末
伏”，共计40天。

7月12日“入伏”今年“三伏天”40天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
特别发布消费提示：煮好的面
条在过冷水时不要使用自来
水，应该使用放凉的白开水或
直接饮用的矿泉水，以免被微
生物污染引起肠道疾病。

市场监管总局提醒消费
者，鲜面保质期比较短，买够
一顿吃的量即可；选购鲜湿
面最重要的是包装有无胀
气、破损，有些鲜湿面经过酸
处理，煮前要用水洗。

很多消费者喜欢自制面
条，市场监管总局提醒面条
应现吃现做，如果做多了，最
好将面条放入保鲜袋中，在
冰箱冷藏保存，并在 24小时
内吃完。

■提醒

煮面过冷水 别用自来水

喝酵素不能治病、减肥

体彩七位数
第19096期：6 1 2 4 9 6 8

体彩大乐透
第19071期：7 13 14 15 22+7 11

体彩排列5
第19167期：3 0 7 5 9

福彩双色球
第19072期：2 9 13 15 22 30+15

福彩15选5
第１9167期：1 9 11 12 15

福彩3D
第１9167期：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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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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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