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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今日上映7部影片：
黄晓明、杜江、谭卓主

演灾难、动作、剧情电影《烈
火英雄》；动画、奇幻、冒险、

儿童电影《赛尔号大电影7：
疯狂机器城》；喜剧、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张家

辉、古天乐主演动作、犯罪电

影《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

远明、黄海冰主演剧情、历
史、剧情、历史电影《红星照
耀中国》；鹿晗、舒淇主演爱

情、科幻、战争电影《上海堡

垒》；陈法蓉、郑佩佩主演惊

悚、悬疑电影《童童的风铃密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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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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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辉、古天乐主演动

作、犯罪电影《使徒行者2：谍
影行动》；黄晓明、杜江、谭卓

主演灾难、动作、剧情电影

《烈火英雄》；鹿晗、舒淇主演

爱情、科幻、战争电影《上海

堡垒》；喜剧、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降世》；远明、黄海冰
主演剧情、历史、剧情、历史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动

画、奇幻、冒险、儿童电影《赛

尔号大电影7：疯狂机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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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4期：9 6 0 1 5 7 6

体彩大乐透
第19093期：16 17 26 29 35 +1 7

体彩排列5
第19217期：1 2 3 2 5

福彩双色球
第19093期：5 7 8 9 20 22 +2

福彩15选5
第１9217期：1 6 8 11 13

福彩3D
第１9217期：3 6 1

8 月 14 日 10kV 丹 申
135线路（全线：丹阳市丹盛纺
织有限公司）05:00-10:00。

10kV 西门 136 线路（全
线：西门公寓、西环路、杨家
庄、西苑公寓、东风村、中国
下、东风中心村、西窑下、坟背
后、血站一带）05:00-10:00；

10kV 振新 28203 开关以
下（28203：了进场、鑫光大道
娱乐会所、窑货墩东、新亚邦
汽车有限公司一带）05:00-10:
00。

食物嵌塞其实就是我们老
百姓平时所说的塞牙，这是大多
数人都有的经历。当人们美美
地享受着美味佳肴的时候，一些
食物碎块就有可能随着我们的
咀嚼压力而楔入到两个相邻牙
齿的牙间隙内，尤其是当我们食
用富含纤维的蔬菜(比如芹菜)和
瘦肉时更容易发生。

塞牙虽然比较常见，但每个
人塞牙发生的频率并不是相同
的。那些很少塞牙的人，如果认
真观察一下他的口腔，往往会发
现他们有着一口排列整齐的牙
齿，牙齿间接触紧密，其间充满
着牙龈乳头，牙龈组织健康。那
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食物
嵌塞呢？那些经常塞牙的朋友，
也要找一下自己的原因看究竟
是哪种原因造成的。

常见塞牙原因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根据食
物嵌塞的方式，可分为垂直型和
水平型两大类。

垂直型就是从牙齿的咬合面
垂直方向嵌入牙间隙，这种嵌塞
较紧，不容易剔除。造成这种方
式嵌塞的常见原因有以下几种：

1.龋齿：发生在牙齿邻接面

的龋破坏了两牙之间的接触关

系而造成食物嵌塞。

2.牙齿排列不齐：比如牙齿

的错位、扭转。

3.牙齿缺失而未及时修复：

自然界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

一种平衡的关系，这样世界才会

和谐，牙齿当然也不例外。但是

当一个牙齿缺失较长时间后，上

下牙之间的平衡就会被破坏，缺

失牙的邻居就会向这个空出来

的间隙倾斜以图占领这个空间，

而对颌牙也不甘示弱而下垂或

者增高。这样的后果就是倾斜

的邻牙的牙尖在咬合时正好能

将食物楔入到对颌的牙间隙

内。所以，如果有牙齿缺失一定

要及时地去镶牙。

4.充填式牙尖：这是一个医

学名词。简单地说，就是某个牙

齿的形态不正常，长了个很高的

牙尖，这个高高的牙尖就可能在

咀嚼时使对颌的两牙齿发生一

瞬间的分离，从而将食物挤入牙

间隙内。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

样子的牙齿，可以到医院请口腔

医生帮忙，将那个高高大大的牙

尖调磨一下，就可以解除塞牙的

痛苦了。

5.牙齿过度磨耗：人们牙齿

的咬合面上有许多沟、裂，这些

沟裂就是一条条可以将食物从

牙齿上排溢的通道，使食物不易

滞留。如果牙齿过度磨耗(比如

夜磨牙)，这些通道就会消失，食

物失去了这些“安全出口”，就会

向对颌牙间隙这个“大门”挤入

而造成食物嵌塞。

还有一种是水平型食物嵌
塞，就是当发生牙龈炎或者牙周
炎时，牙龈乳头就会退缩，一些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也会发
生牙龈的退缩，这就给水平型嵌
塞提供了条件。在牙齿的外表
面可以受到来自唇和颊的压力，
在牙齿的内表面也可以受到舌
的压力，这些压力都可以将食物
水平向地挤入无牙龈乳头填塞
的牙间隙内。

塞牙后应该怎么办

一般来说，塞牙不痛也不
痒，但其带来的不适感却会让人
心烦意乱，极力想把其尽快剔
除，于是剔牙成了许多人的饭后
习惯。不知人们发现了没有，对

于垂直型嵌塞往往需要口腔医
生的帮忙，而对于水平型的食物
嵌塞剔牙却是常用的解决手段
之一。但是，可能每个人小时候
都被大人告知用牙签剔牙是不
好的习惯，牙齿会越剔越稀。其
实，这是一种民间的误传，牙缝
变大是牙周炎组织破坏所致，并
非牙签引起。现代医学认为，只
要牙签的选择正确和使用方法
得当，对于有牙龈乳头退缩或牙
间隙增大的朋友来说，使用牙签
来清洁牙齿邻接面的食物残渣
和附着于牙面上的菌斑(一种粘
附在牙齿表面的软而未矿化的
细菌性群体，不能被水冲掉，是
牙周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

牙签的选择：应选用硬质木

质或塑料的光滑无毛刺的牙签，

从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细。

牙签的使用方法：将牙签沿

着牙面慢慢地放入牙间隙底部，

再向舌侧轻轻将食物残渣推

出。清除菌斑时，可在邻间隙两

侧的牙面上将菌斑刮净。动作

要轻柔，不要损伤牙龈或强行进

入牙龈乳头完好处。

最后要强调，一些小朋友或
者青年人本身并无牙龈乳头退
缩，牙齿与牙龈的附着比较紧
密，却喜欢模仿成年人饭后剔
牙，这反而会造成牙龈萎缩，牙
缝变宽，使食物更加容易嵌入，
从而造成“剔牙、塞牙、剔牙”的
恶性循环。

塞牙是一种经常会发生在
每个人身边的生活现象，也是一
种医学现象，是牙周炎的局部刺
激因素，它可以直接引起牙龈炎
和牙周炎，也可以加重牙周组织
原有的病理变化。希望人们在
遇到塞牙的情况时，不仅能正确
使用牙签剔除食物残渣，还要去
观察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想一
想为什么自己总塞牙？为什么
总是在那一两个牙齿之间塞
牙？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
的口腔状况关注者，在必要的时
候能及时去看专业的口腔医生，
口腔疾病就一定可以早发现、早
治疗。 （新华）

经常塞牙也是一种“病”？
注意！五种牙病可能导致吃饭塞牙

坐地铁、睡觉前、工作闲
暇……只要一有空，人们就会
掏出手机看看新鲜事。大家
都知道，手机玩多了会让肩颈
酸痛、眼睛酸涩，但你是否想
过，玩手机还会导致掉头发？
日本媒体日前揭示了其中的
道理。

肩颈是身体血管与头部
相连的唯一通路。当肩颈出
现慢性疼痛，就说明这里的血
管被压迫，血液流动自然也受
影响。如此，经血液输送到头
部的氧气、营养也会无法顺利
到达，导致头发不能健康地生
长，出现枯黄、脱落等现象。

推荐几个方法，可检测你
是否是肩颈酸痛、脱发的预备
军：将头部向左右、前后转动，
确认颈部有无不适；肩部发力
带动手臂，分别向前、向后转
动，确认肩部是否僵硬。若有
上述症状，就要控制自己玩手
机、看电脑的时间了。（新华）

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但
许多人却认为只有有氧运动才
能减脂，而无氧运动只能塑
形。那么，这种说法对吗？

首先，如果想减脂，就需要
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消耗能
量的。人体能量消耗主要有 3
个部分：一是基础代谢，指人体
在清醒而极端安静情况下，不
受精神紧张、肌肉活动、食物和
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时的能量
代谢；二是日常消耗，即除平躺
外，吃饭、工作、走路等正常活
动消耗的能量，这是因人而异
的；三是运动消耗，指一次运动
所产生的能量消耗。个体总摄
入的能量大于身体所需时，多
余能量就转变为脂肪储存在身
体里。而减肥就是让我们通过
运动来消耗身体中储存起来的
多余脂肪，达到瘦身的目的。

其次，我们需要明确什么
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有氧
运动一般指低强度、能长时间
进行的运动。有氧运动需要大
量的氧气参与，身体消耗的主
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而无氧运动则指高强度、剧烈
的、一般不能持续运动超过两
分钟、会让人练起来大喘气、需
要休息一下恢复体力才能继续
的运动。无氧代谢的代谢物质
只能是糖类，而非脂肪和蛋白
质。另外，无氧代谢时，糖经无

氧酵解分解为乳酸，可使肌肉
疲劳和酸痛。

无氧运动
真的不能减脂吗？

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
的看法认为，同样的运动时间
内，减脂效率最高的运动恰恰
是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高强
度无氧间歇运动停止以后，身
体消耗的能量比有氧运动停止
以后大很多。尤其是对一些肥
胖人士来说，很难靠有氧运动
减肥成功，因为很难坚持运动
半个小时以上，而靠短时间的
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来瘦身，
效果可能更好也更容易。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完全

可以两者结合来达到更好的减
脂效果。实际锻炼时，可以先
做无氧运动，然后再做有氧运
动。因为无氧运动大多靠身体
自身储存的能量来给身体提供
能量，而有氧运动的绝大部分
是靠身体的脂肪分解来提供能
量，少部分是靠身体自身摄入
的能量来供能。先做无氧运动
消耗身体自身摄入的热量，然
后再进行有氧运动，这样就能
够更多地消耗身体脂肪来提供
能量。

另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要关注自己减掉了多少脂肪，
而不是掉了几斤秤；同时，绝对
不能为了减肥而节食，否则身
体会减慢新陈代谢来储存能
量，让你迅速“复胖”。（新华）

减脂=有氧运动？

手机玩太多
或致头发掉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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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私
人别墅、无边泳池、自助早餐
……原价 1988 元，抢购价只
需 588 元……”近日，市民姚
女士在朋友圈看到一则酒店
房间抢购广告时，十分心动。
姚女士与朋友约好时间，准备
周末一起前往，并立即在美团
App 上下了订单，支付了 588
元。

姚女士告诉记者，在付款
成功后没过多久，她便收到了
一条购买成功的短信。按照
提示，姚女士进行了预约，此
时她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一直
到团购截止日期前，所有周末
时间的房间都不能选了。随
后，姚女士拨打酒店电话进行
核实，得到的回复是“的确不
能 选 了 ，因 为 全 都 被 预 定
了”。工作人员建议姚女士改
预约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时
间，但姚女士觉得很为难，“我
和朋友工作日都要上班，只有
周末才有时间。”

记者了解到，姚女士的此
次消费需在美团上支付 588
元购买活动套餐，之后，还需
要预约入住酒店日期。只有
预约成功，核销团购码后，才
算预订完成。记者注意到，该
团购活动的有效期从 2019年
8月 1日到 9月 30日。此外，
在网页最下方，还有一排小字
提示，该团购在核销前可转
赠，但不可退改。也就是说，
若姚女士无法调整时间，安排
在工作日前往，支付的 588元
就打水漂了。对此，姚女士提
出了质疑，“把‘不可退款’的
提醒放在了最不显眼的位置，
容易误导消费者。”

记者电话联系了酒店
方。对于不能退款的问题，
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酒店
类商品比较特殊，一旦下
单，酒店方就会对房间进行
锁定，若退款会影响销售。”
考虑到姚女士的情况，工作
人员表示，“有需要的话，我
们可以帮她转售。”同时，这
位工作人员也建议，订购酒
店类产品前，可以先通过电
话咨询预约情况再购买。

对此，有业内人士称，
由于酒店类商品的特殊性，
商家出于销售的考虑，往往
不会轻易接受“退单”，“尤
其是周末假日的订单，一旦
过了时间节点，商家很难再
把产品销售出去，最后只能
低价处理，正因如此，很多
商家在面对消费者提出的产
品质疑时，为避免消费者退
单，会尽量满足消费者的要
求。但如果是宣传中写明了
注意事项，而消费者自己没
有看清，那么商家往往会拒
绝消费者退单退款的要求。
即使消费者投诉到产品所在
平台，也很难奏效。”

大篇幅宣传产品优点，却
将“不可退款”这样的关键信
息放在不显眼的角落，导致消
费者购买后，既无法预约也不
能退款。不少市民在接受采
访时都反映了自己经历过的
类似遭遇。“骗人的！根本预
约不上，再也不相信这样的
优惠。”“预约成功了，商家
却来电话不让去。”“我之前
抢购的预约要到 4 个月后才
能用，说是商家接待不过
来。”“酒店注明周末节假

日，你是预约不到的，别问
为啥，掉了一次坑，打死不
相信了。”

面对团购促销，一些市
民提出这样的观点——想享
受优惠，就要做好损失的准
备。面对此类团购，有些市
民甚至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再也不愿意轻易尝试
团购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
了解到，其实也并非所有的
团购都是如此，比如关于

“不可退款”的相关约定，在
一些团购网站或平台上都会
被明显标注，有的会标注

“预订后 15 分钟内可免费取
消”，还有很多团购活动是

“入住前可免费取消”或者
“随时退”。消费者在下单前
还是需要多留心，必要时电
话联系商家进行确认后再下
单。

作为消费者的姚女士，交
了钱却难以享受服务，难道就
只能自认倒霉了吗？消费者
如何才能避免被“套路”呢？
对此，记者咨询了我市江苏万
善律师事务所的丁斌律师，他
认为，该商家的做法存在问
题。丁斌表示，首先，如果团
购页面存在让消费者误解之
处，其行为则可能涉嫌虚假宣
传；其次，“不可退款”等内容
没有以明显的方式向消费者
进行提示，涉嫌违反《合同法》
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可能涉
及到合同无效的问题；最后，
如果合同目的是为满足消费
者周末住宿需要，在周末住宿
已预约完毕的情况下，则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消费者有权主
张解除合同。

酒店房间原价1988元，抢购价只需588元，然而下了订单后才发现预约不到周末的房间——

优惠团购促销背后藏“套路”？

本报讯（记者 张敏）随着
微信用户的普及，微信中的“小
程序”功能越来越受用户喜
爱。“与手机 App 比起来，小程
序不要下载和安装，不占用手
机空间，十分好用。”“对于我们
商家来说，商业小程序开发门
槛低，消费者操作起来也简
单。”一些市民和商家在接受采
访时，对微信小程序持肯定态
度，但并没有想到其中却会存
在陷阱。

记者了解到，正因为大多
数用户忽略对“小程序”的防
范，很容易在使用过程中或被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或不慎花
高价买了假货，或陷入“套路
贷”中无法脱身。事实上，小程
序乱象正在蔓延，亟待整治。

记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手表”“运动鞋”等内容，发
现大量售假小程序。某小程序
商家向记者推销称，一款市场
售价几万元的瑞士表只卖 3000
多元。“该表属于高仿，如果
购买可选择货到付款或微信转
账。”该商家直言不讳承认销
售的是假货，但仍乐此不疲地
推销。之后，记者又在小程序
中搜索“贷款”，跳出来很多
相关的小程序，选择一个填写
相关信息后，记者收到了营销
人员的微信号，而当记者添加

后，才发现对方推荐的贷款工
具实为“套路贷”。还有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用户向记者爆
料称，有的小程序还涉黄、涉
赌，由于不懂得防范，他曾不
慎陷入一种“早起打卡”的分
享游戏中，因游戏规则有一条
是需要交保证金的，他最后陷
入“赌博套路”，还因此损失
了一笔钱。

小程序之所以可以“乱
来”，主要一点就是它的开发门
槛很低。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
发现，仅需几百元就可以私人
订制一款小程序。多位商家
称，相较于 App 高昂的开发费
用，一款小程序开发成本极低，
即便因违规被封禁，改动代码、

“变换马甲”后仍可继续上线，
代价小。

法律界人士提醒广大市
民，作为消费者在使用微信小
程序时，应该增强个人信息保
护意识，一旦发现信息被窃取，
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
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无序植入广告、随意销售假货、成为“套路贷”中
转站……

微信“小程序”用着方
便，实则陷阱多多！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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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在线中福在线
丹阳市中福在线地址：

时尚莱迪
（原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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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双色球

8月 6日 20：52，泰州中福
在线鼓楼路厅传来喜讯：一位
彩民在“连环夺宝”中拍中 24
颗红宝石，中得25万元。

近来天气炎热，泰州鼓楼
路中福在线销售厅成了许多
彩民休息纳凉的好去处。据
了解，幸运彩民陆先生是中福
在线的常客，只要有空余时间
就会到大厅休闲娱乐一番。6
日晚上，他一如既往地来到销
售厅，选择坐在 6 号机上，开
始了自己的“连环夺宝”之
旅。陆先生通过多番闯关，在
游戏第三关拍出 24 颗红宝
石，屏幕上显示“恭喜中得累
积奖 250000元”，整个销售厅
瞬间沸腾起来，大厅的工作人
员和彩民纷纷向陆先生表示
祝贺。

对于此次中奖，陆先生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开心地
说：“虽然自己是中福在线的
常客，但是中大奖还是头一
次。今天太幸运了！”陆先生
还表示：“今后会继续关注中
福在线，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期
待再中大奖。”

8月 6日晚上，福彩“3D”第
2019211 期 开 奖 ，开 出 号 码

“123”。如皋市 32065413 福彩
投注站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喜中
当期奖金20.8万元。

据销售员回忆，该中奖彩民
是“3D”的忠实粉丝，他认为以
不变可以应万变，选了1注号码

后就一直守号。他平时只要一
有空闲就会到店里购彩，一开始
投注的倍数比较小，随着守号时
间越来越久，慢慢地增加了投注
倍数。终于，该彩民守得云开见
月明，他当期投注的“3D”彩票
四张，共中得 200注单选，幸运
揽获20.8万元奖金！

8 月 11 日晚，双色球进行第
2019093期开奖。当期红球号码为
05、07、08、09、20、22，蓝球号码为
02。全国井喷一等奖 27 注，单注
奖金为 559万多元。这 27注一等
奖花落15地，河南5注，浙江、山东
各3注，北京、辽宁、安徽、湖北各2
注，河北、内蒙古、吉林、上海、江
苏、福建、广西、甘肃各 1注。我省
泰州彩民分享了其中的1注。

泰州的幸运彩民采用复式投

注的方式，选择了6个红球、3个蓝
球，组成了 3注号码，花了 6元，中
得一等奖1注、二等奖2注，共计揽
得奖金565万多元。出票时间是8
月11日17时02分44秒，幸运站点
是泰州市高港区水岸景城商业广
场 C121，编号为 32120256的福彩
投注站。

在 2019年的 93期开奖中，江
苏彩民已收获一等奖 65注，二等
奖981注。

近日，无锡彩民蒋先生来到
福彩中心领奖，他在福彩 3D游
戏第 2019205 期命中开奖号码

“500”直选 100 倍，豪取奖金
10.4万元。

蒋先生是一位老彩民，闲暇
时喜欢分析 3D号码，平时最常
用的分析方法就是定和值与胆
码，以此确定其余两位上的数
字。中奖当天，他像往常一样来
到洛社天奇城人民南路 47-116
号 32020566 福彩投注站，在走
势图前查看了 50期的历史开奖
号码后发现“和值5”只出现过2
期，而且都是在最近的5期内出

现的，蒋先生第一时间考虑近期
可能出现“和值 5”回补，当时他
便锁定了“和值 5”作为下一期
要投注的和值。为了更加准确
地确定具体数字，蒋先生又从往
期开奖号码中选择了“热号 0”
作为胆码。因此在投注时，既符
合“和值 5”又带数字“0”的号码
只有“005”“500”“050”三组，他
分别对这三组号码投注了 10
倍、100 倍和 10 倍。当晚开奖
后，蒋先生投注的“500”100 倍
幸运中得奖金1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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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晚，双色球进行第
2019092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9、
17、27、28、32、33，蓝球号码为 08。
全国中出一等奖 6注，单注奖金为
657万多元。这 6注一等奖花落 6
地，北京、江苏、浙江、重庆、湖南、
广东各 1注。我省无锡彩民分享
了其中的1注。

二等奖开出 67 注，单注金额
17万多元。其中，江苏中得 7注，
排名第一。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5:1，
三区比为 1:1:4；奇偶比为 4:2。其
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 32，两组二

连号 27、28 和 32、33，一组同尾号
17、27，三枚斜连号09、28、33；蓝球
则开出08。

当期，我省彩民幸运收获一等
奖，由无锡彩民幸运揽得。该彩民
仅花了 4元钱，复制了之前的 2注
号码，喜中一等奖 657万元。幸运
站 点 是 无 锡 市 港 下 镇 后 墅
32020765福彩投注站，出票时间是
2019年8月8日19时44分17秒。

如皋 “3D”忠粉擒20.8万元 泰州 6元揽获一等奖565万元

无锡 技术型彩民揽10.4万元

无锡 4元复制票揽一等奖657万元

泰州
24颗红宝石=25万

扶老扶老 助残助残
救孤救孤 济困济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