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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 擅自改变排气
管、外观等非法改装车辆，不仅
噪音扰民，更重要的是，车辆安

全系数大大降低，在道路上行驶
安全隐患大，极易酿成交通事
故。11日，记者从市交警大队获
悉，为有效净化道路环境，维护

良好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患，
交警部门已经展开了针对改装
车、飙车等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
行动。

10 日上午 10 时 25 分许，一
辆排气管轰轰作响的黑色野马
轿车，正沿西二环路由南向北行
驶。当车子行驶至该道路龙都
宾馆路口处时，正在附近路段执
勤的市交警大队市区中队民警
闻声随即拦停，并当场对车辆进
行检查。经检查，该轿车擅自改
变了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
关 技 术 数 据 ，被 依 法 暂 时 扣
押。

据轿车驾驶员高某交代，自
己为改装车辆花费了数万元，排
气管、保险杠、尾翼等部件都进
行了改装。他说，当时改装车辆
就是觉得好玩，喜欢这种轰鸣
声，明明知道这样的行为会被交
警部门处罚，但还是抱有侥幸心
理，擅自改装了车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3时许，
市区中队交警在东门外大街和
新市口也分别查获了两辆非法

改造排气管的车辆。“改装排气
管当初只是为了‘拉风’，没想到
后果这么严重……”经执勤交警
调查询问，两位车主均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也接受了相应处
罚。

“现在这种改装的汽车、摩
托车俗称‘炸街车’，而驾驶人则
被俗称‘炸街党’，这类人群往往
年龄偏小，他们为了追求速度，
擅自更换引擎、大直径的排气
管，在行驶过程中发出巨大的响
声，觉得很‘拉风’，很刺激，但非
法改装车辆危害多，除了噪音扰
民外，由于车辆本身车况不稳
定，安全性差，不仅对驾驶人的
安全构成威胁，对道路上的其他
行人和车辆来说，也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采访时，市交警大队
市区中队副中队长李国才告诉
记者，法律对机动车改装是有严
格规定的，这些“炸街党”擅自改
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外形及有关
技术数据，已属于违法行为。对
于这一行为，交警部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规定，依
法对驾驶人“擅自改变机动车外
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
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恢复原状、罚
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据了解，夏季是“炸街党”飙
车的高峰期。针对这一情况，交
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科学安排
警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炸街
党”飙车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确保市民出行安全。但“炸
街党”往往选择在夜深人静时

“出没”，所以交警部门在开展整
治的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参与
监督和举报。市民若发现此类
交通违法行为，可以拨打 110 报
警。另外，举报时请尽量提供车
辆特征、时间、地点等信息，越详
细越好。

路上耍酷？交警重拳整治“炸街党”
市民若发现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拨打110举报

图为被查获的非法改装车。 记者 王国禹 摄

汽车停“停车位”也被贴罚单？

这是导流线，不是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我
把车停在新市口江苏银行门口
黄色斜纹线区域内，为何被交警
开了罚单？”连日来，记者先后接
到多位市民来电反映此类问
题。对此，交警部门表示，该处
的斜纹线属于导流线，和马路上
的黄色网格线一样，都属于机动
车禁停区域。

“我经常看到有司机将车停
在江苏银行门口的斜纹线区域

内，那天我去金陵饭店喝喜酒，
也就将车子停在那里了。没想
到，吃完饭准备回家时，车子挡
风玻璃上竟然贴了一张罚单！”
对此，市民邱先生很是不解，
他表示，在黄色斜纹线区域没
看到禁止停车的标识，之前也
经常看到有人把车停放在那
里，为什么自己就被处罚了
呢？“如果此处不能停车，有关
部门是不是应该进行提醒。”邱

先生说道。
10日下午，记者来到现场，

发现江苏银行门前的黄色斜纹
线区域内停放着几辆轿车。过
了一会，又有一辆轿车缓缓驶入
该区域。记者上前询问该司机
此处是否可以停车时，该司机表
示，他知道黄色网格线是禁止停
车的，但该区域是否可以停车并
不清楚，只是平时看到有车子停
在这里，自己也就停一下。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新
市口江苏银行门口的黄色斜纹
线是导流线，按照规定，导流线
的形式主要为一个或几个根据
路口地形设置的 V 形线或斜纹
线区域，表示车辆必须按规定的
路线行驶，不得压线或越线行
驶。它主要用于过宽、不规则或
行驶条件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
立体交叉的匝道口或其他特殊
地点，起到引导和分流车辆的作
用，这种斜纹线区域不能停车，
否则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或交通
堵塞。

图为多辆机动车停放在导流线内。 记者 王国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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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巩固创卫成果，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市城管局环卫处对标找差，补足短板，严格
执行卫生城市标准，入夏以来，每天组织环卫工人对所有公厕
进行两次消杀。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孙书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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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对象
1.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2.长期居住人员
3.长驻异地工作、学习人员
4.转诊人员
二、异地备案方式及携带材

料
（一）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
1.持江苏省统一的社会保障

卡。
2.提供异地居住证明，包括

异地（上海）居住证、异地房产证
或者异地户口本。

参保人带以上材料至市医
保中心填写《丹阳市跨省异地就
医登记备案表》，异地就医备案
成功后，可实现直接刷卡结算。

（二）异地工作、学习人员
1.持江苏省统一的社会保障

卡。
2.提供单位派驻上海学习或

工作的证明。
参保人带以上材料至市医

保中心填写《丹阳市跨省异地就
医登记备案表》，异地就医备案
成功后，可实现直接刷卡结算。

（三）转诊人员
1.现场备案：带社会保障卡

至市医保中心填写《丹阳市跨省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异地就
医备案登记成功后，可实现直接
刷卡结算。

2.线上电脑备案。输入网址
www.edyrs.com／dyggfw／log⁃
in，进行注册后办理异地就医转
诊备案。

3.线上手机备案。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下载丹阳智慧人社
APP，在线上办理转诊备案。扫

描二维码：

三、在上海异地就医门诊可
刷卡的医院

上海市区开通的门诊直接
刷卡的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医疗
机构共 23家，分别为：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肺科医
院、上海市胸科医院、松江区九
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松江区
新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松江
区洞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松
江区车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江区叶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金山区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金山区朱泾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金山区枫泾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四、在上海异地就医门诊报
销待遇

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
政策”享受。就医地目录是指执
行上海市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药
品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标
准；参保地政策是指执行丹阳的
支付政策，包括统筹起付标准、
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等。
丹阳市参保人员在上海市医院
门诊直接刷卡，其待遇由丹阳的
医保政策和上海的医保目录共
同确定。

电话：86517906

丹阳市医疗保障局 主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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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
为您的健康送真情

医医保保

丹阳参保人员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异地就医门诊刷卡办理指南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

《蜘蛛侠：英雄远征》；刘德华、

古天乐主演动作、剧情、犯罪

电影《扫毒 2天地对决》；动

画、冒险、喜剧、家庭电影《爱

宠大机密2》；动画电影《猪猪

侠·不可思议的世界》；动画、

动作、科幻电影《机动战士高

达NT》；动画、剧情、奇幻电

影《命运之夜——天之杯II ：

迷失之蝶》；动画、冒险、家庭、

歌舞电影《狮子王》；王大陆、

张榕容主演动作电影《素人特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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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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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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蜘

蛛侠：英雄远征》；刘德华、古

天乐主演动作、剧情、犯罪电

影《扫毒2天地对决》；动画、

冒险、喜剧、家庭电影《爱宠大

机密2》；动画电影《猪猪侠·不

可思议的世界》；动画、动作、

科幻电影《机动战士高达

NT》；动画、剧情、奇幻电影

《命运之夜——天之杯II ：迷

失之蝶》；动画、冒险、家庭、歌

舞电影《狮子王》；王大陆、张

榕容主演动作电影《素人特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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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收集：朱江达

体彩七位数
第19106期：8 4 4 6 0 6 7

体彩大乐透
第19079期：10 13 16 28 35 +04 05

体彩排列5
第19185期：4 3 6 9 5

福彩双色球
第19080期：3 6 8 20 24 32 +7

福彩15选5
第１9185期：2 4 10 11 15

福彩3D
第１9185期：1 9 4

明日停电
7月13日 10KV林甲 12612

开关以下（12612：林甲村、三桥
南、江苏乐诚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镇江市一新眼镜有限公司）
07:00-11:00；

10KV 吕 工 18102 开 关 至
18103 开关（18102-18103：河南
村、李家小区、丹阳市金元管业
有 限 公 司 、虎 落 里 一 带）05:
00-15:00；

10KV 窦 访 21301 开 关 至
21303 开关（21301-21303：池塘
村、宗巷、丹阳市文龙汽车附件
厂一带）05:00-15:00。

炎炎夏日，可乐成为很多人
的心头好。辛苦一天，回家往沙
发上一“葛优躺”，来瓶冰镇“快
乐肥宅水”，刷着手机，暂时忘却

“生活如此多艰”，想想都觉得开
心。

等等，你可能会突然刷到一
段视频。视频中，一个外国人把
一整条鱼放入玻璃罐后，把可乐
倒入罐子中，用保鲜膜密封好后
盖上盖子，放置 30天后开盖，发
现鱼消失了，连骨头都不剩。转
发的人还加上评论：“可乐连整
条鱼都能腐蚀，你还敢喝吗？”

此时，你是不是会放下拿到
嘴边的可乐，赶紧上网搜索“可
乐还能喝吗”，结果发现更吓人
的还在后头：健怡可乐的阿斯巴
甜会致癌、可乐会杀精……

可乐果真如此“罪大恶极”
吗？

谣言一：
可乐腐蚀性很强，
能溶解一条鱼

此次被疯传的“可乐腐蚀整
条鱼”的视频其实几年前就流传
过。专家表示，这种“实验”乍看
有些惊人，但其中的科学原理并
不复杂。北京市营养学会理事
顾中一解释说，鱼“溶解”是腐败
变质的过程，“元凶”是细菌，而
不是可乐。“因为可乐中有很多
糖，在这种密闭的有大量水且非
无菌的环境下，时间久了细菌会
繁殖，加速鱼的腐烂。如果不倒
入可乐，加其他含糖量比较高的

饮料，也会有这样的效果。”顾中
一说。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
会员、科普工作者云无心也对媒
体表示，是“高糖+高酸+高温”
环境使得细菌发酵，最后分解了
鱼，跟碳酸饮料能不能喝没有关
系。他分析，如果不放碳酸饮
料，而放面汤、肉汤，最后鱼也会
发酵分解，难道能说面汤、肉汤
也不能喝吗？这个实验无法验
证碳酸饮料是否有害健康。

“实在有疑惑的读者可以做
一个对照实验，只要鱼没进行过
灭菌处理，把鱼放在清水里盖上
保鲜膜，结局和可乐一样。”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

另一个用来说明可乐具有
强腐蚀性的证据是它可以溶解
马桶里的污垢。对此，朱毅解释
道，可乐能清洗马桶污垢，是因
为可乐含有碳酸、柠檬酸，呈弱
酸性，偏碱性的马桶污垢被酸中
和生成可溶性的盐类物质和水，

“但可乐酸性很弱，对时间短面
积小的污垢或许有点效果，如果
是长时间的污垢，还是需要专业
的清洁剂。”

谣言二：
可乐中的咖啡因能杀精

“可乐杀精”缘于南美人发
明的避孕措施，后来传言愈演愈
烈，出现“可乐中的咖啡因能杀
精”一说。

顾中一解释道，大约在30年
前曾经有人提出可乐可以杀死

精子，认为用它来冲洗阴道或许
能起到避孕的效果。“但是后来
有学者进行了重复性实验，发现
这一作法对避孕没有显著效
果。”顾中一说，在体外实验中，
用可乐处理精子一小时也没有
发现精子活性下降到对照组的
70%以下，换言之，可乐对精子的
影响不太大，所以用可乐来杀精
并不现实。

朱毅表示，人类喝下去的可
乐没法和精子相遇，这一实验没
有意义。“至于可乐中咖啡因杀精
子的说法，也没有实验证据支撑。”

谣言三：
常喝可乐会导致骨质疏松

长期喝可乐会导致骨质疏
松的说法由来已久。

“曾经有流行病学研究发
现，可乐的摄入和老年女性的骨

质疏松风险存在相关性，但在这
些研究中，喝大量可乐的女性钙
和果汁的摄入量也很少，而蔬
菜、水果吃的少也可能影响骨密
度。”顾中一说，人们将喝可乐和
骨质疏松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时
候，通常会认为，可乐含磷量高，
会影响骨骼代谢，但研究显示，
每天喝可乐的人磷的总摄入量
并不显著高于不喝的人。

朱毅则解释道，摄入过多磷
会导致骨质疏松，可乐类碳酸饮
料确实含磷酸，但可乐中的磷多
为磷酸盐，且含量并不高，在钙
质摄入充分的情况下，适量饮用
碳酸饮料对身体的钙吸收并不
会有什么影响。

“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还是
钙摄入太少。所以建议大家要
保证钙的摄入以及营养全面，要
有规律的运动，避免大量饮酒和
吸入二手烟。”顾中一说。（新华）

强腐蚀、杀精、造成骨质疏松？
可乐没这些“超能力”！

和精制的米面相比，粗杂
粮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
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合物，这样
的营养特点，可以帮助降低2型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
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同时，也可
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体重，
还能防止便秘，这一点对小孩
和老年人都特别重要。

但是，现在大家全谷物和
粗杂粮总体来说吃得还是比较
少的，达不到我们的推荐量。
应适当多吃一点全谷物和粗杂
粮，做到粗细搭配。

吃多少合适？每天差不多
粗杂粮一两到三两，当然也可
以吃一两到二两的薯类。

强调一点：我们提倡全谷
物和粗杂粮的摄入，并不意味
着让大家一顿饭或者一天三顿
都是杂粮，这是因为粗杂粮含
有较多的草酸，草酸吃得太多
就会影响我们对钙、铁、锌等营
养物质的吸收。

另外，粗杂粮的营养特点
是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膳食

纤维吃得太多的话，容易引起
胃胀、腹胀，造成胃肠道不适，
对消化能力比较弱的老人和孩
子不太好，所以提倡适量。

确实，粗杂粮入口比较粗
糙，特别是孩子都不愿意吃。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
或者是家里做饭的人能够在烹
饪的时候花点心思。

方法一：

可以和精制的米面混到一

起，不要光用粗杂粮做饭吃，和

大米混在一起，比如熬粥，或者

做成杂粮米饭，一半用粗杂粮，

另一半放上大米，这样做出来

的米饭口感相对好一些。

方法二：

现代化的炊具可以帮助我

们把粗杂粮打糊，比如豆浆机

可以把这些杂粮打到一起做成

五谷豆浆或者全谷物米糊，这

样可以改善口感。高压锅、电

饭煲烹饪八宝粥，这些都能改

善口感。

方法三：

做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芝

麻粉、核桃粉，调节口味，这样

做出来就会改善粗杂粮的口

感，孩子也爱吃，大人吃起来也

比较好。（新华）

饮烫茶需谨防食道癌
俗话称“人走茶凉”，可见

在中国文化中，热茶深受人们
的推崇和喜爱。其实不仅是中
国，在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等
诸多亚欧国家，人们都习惯饮
用热腾腾的茶饮。

近日，《国际癌症杂志》发
布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提示，茶
水温度过高，会显著增加患食

道癌的风险。
与中国一样，伊朗有着历

史悠久的茶文化。研究人员对
5万名伊朗人进行了为期 10年
的追踪调查，收集他们习惯饮
用的茶水温度和食道癌发病率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那些
几乎不喝茶或喜欢喝凉茶的人
相比，每天喝两杯以上、温度为

60摄氏度茶水的人患上食道癌
的几率高出90%。

目前，研究团队正准备深
入探究为什么相对于其他热
饮，热茶对食道的伤害更大一
些，尤其容易引发食道癌。不
过他们建议，面对任何一杯“烧
嘴烫牙”的饮品，都应耐心等待
几分钟再下嘴。（新华）

每天吃多少粗粮合适每天吃多少粗粮合适？？

新华社电 “网红”打卡
地——新疆独库公路日前完
成第一期“升级改造”，增设
完善了沿线适宜地段观光停
靠区、标识系统、垃圾箱及
公厕等基础服务设施。

独库公路为国道 217 线
独山子-库车段，亦称天山
公路，全长 537 千米，纵贯
天山南北，串联冰川、湖
泊、森林、草原、雅丹地貌
等多种景观形态，被誉为

“中国最美公路”“自驾游圣
地”。

目前，到新疆体验自驾
游、骑行徒步游的人越来越
多。独库公路地貌多样、风
光旖旎，已成为新疆自驾游
热门线路。与旅游旺季巨大
车流量、人流量相伴生的

“三难”（停车难、如厕难、
垃圾投放难）问题，也成为
独库公路亟待解决的困难。

为此，新疆今年投入约
1.2亿元用于独库公路“升级
改造”，对沿线路面渗水、破
损裂缝、部分路段边坡落石
等病害进行了处理，新增观
景停车区 33 处,共 1500 余个
停车位，新增 19处环保公厕
和81个垃圾投放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还为主要景点及服务
设施建立了电子导览图。游
客通过扫描公路起点、服务
区等区域引导标识牌上的二
维码即可享受全线免费导览
服务。

““网红网红””独库公路独库公路
完成升级改造完成升级改造

全长537千米 纵贯天山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