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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大山里的孩子带去希望，同时给10岁女儿一份特殊的成长礼，九九爱心社成员小鸥（化
名）带着女儿来到1500公里外的甘肃西和县看望山区的贫困孩子——

一路翻山越岭，只为来看“你”

暑假期间，市九九爱心社的
成员小鸥（化名）跟随爱心社前
往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看望资
助的孩子们，这是她第二次走进
大山。为了给 10岁女儿一个特
殊的成长礼，让她感受大山里的
孩子学习和生活的不易，不再

“娇生惯养”，此次，她特意带上
了女儿一起去看望山区的贫困
孩子。

小鸥于 2015年加入九九爱
心社，曾多次和成员们一起为贫
困山区的孩子们筹集衣物、学习
用品等，寄给这些孩子。为了给
山区孩子们鼓励和慰问，同时感
受他们的生活环境，去年，小鸥
和爱心社成员一起去了陕西紫

阳县山区看望孩子。“可能正是
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
话，虽然山区的条件很艰苦，但
孩子们都很懂事，学习很刻苦，
并且还会帮父母做很多事情。”
小鸥说，陕西之行后，她感触很
深，虽然这些孩子和自己女儿年
龄差不多，但是相比之下，女儿
的生活环境却优越很多，显得有
些“娇生惯养”，而这些孩子则早
早地学会了为父母分担。

今年，小鸥的女儿庄梓涵
10 岁了，为了给她一个特殊的
成长礼，让她学会担当，小鸥决
定今年再去山区看望孩子时，带
上女儿一起。

西和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距离我市 1500 公里左右，为感
受西和县的交通状况，小鸥一行
22人 8月 2日乘坐了 24个小时
的“绿皮”火车，再于 8月 3日下
午转车乘坐 2个小时的大巴后，
终于抵达西和县。“那几天很热，
火车里没有空调，志愿者们都能
克服，只是我家女儿有些不太适
应，好在有我陪着她，想办法分
散了她的注意力，才熬过去。”
小鸥说，只是坐火车就已经让女
儿有些受不了了。

8月 4日上午，他们一行人
在当地“爱暖人间”公益志愿者
的带领下，分成三组前往 10 个
村镇走访爱心社资助的孩子
们。小鸥被分在了A组，前往蒿
林乡和大桥镇，走访户数虽然只
有三户，却是路程最远的。当行
至一半时，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
难关，由于通往村里的路有一段
是泥石路，坑洼不平，而且路面
松软，汽车几乎无法通行。志愿
者们只能下车找石块垫车胎，再
靠人力推车，这样汽车才得以通
过。到了村口后，他们又步行了
十几分钟才到达被资助的孩子
张卫宁、张卫国兄弟俩家中。“刚
到他们家门口就看到两个孩子
趴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写作业。
兄弟俩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
学，一般高，长得很结实，但都没
有我女儿高。”小鸥说，女儿见到
比她矮一截的伙伴，想着叫弟
弟，却不想这是两个小哥哥，“兄
弟俩的母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离家出走杳无音讯，他们一直
跟着爸爸和奶奶生活，爸爸身患
疾病，只能做临时工以维持生
计，70 多岁的奶奶也患有老年
病，在家照看俩孩子，家里很困
难。”

小鸥说，虽然兄弟俩家中
阴暗的正屋墙壁斑驳，但是两
面墙上却贴满了奖状，让人很
是震撼，“当时我感动得流泪了，
拉着女儿在旁边站了很久，并让
两个孩子介绍了每一张奖状的

来历，我想这是对女儿最好的教
育。”

由于时间关系，小鸥和其他
志愿者把资助款交到孩子奶奶
手中，留下联系方式，嘱咐孩子
们一定要努力读书，随后便赶
往了第二家。

从张卫宁、张卫国兄弟俩
家出来往第二位资助孩子家中
的路是上坡路，而且都是山
路，之前蹦蹦跳跳的女儿走得
有些吃力，于是大家决定开车上
去，但没想到又遇到了难题。由
于山泉水常年流淌，路面上积
了厚厚的青苔，车轮打滑上不
去坡道，加上山路多弯道，又
比较窄，小鸥和志愿者们推了
40多分钟的车，才顺利到达第
二位被资助的孩子家。这一家
有四个孩子，成绩都很优异，
大姐赵路路今年更是以 648 分
的高分考取了当地最好的西和
一中。赵路路家中的一面墙上
也贴满了奖状，“女儿又在这面
墙旁边站了很久，我想她也很
羡慕，这面墙像是这栋矮房内
最豪华的‘奢侈品’一样。”

赵路路一家人热情招待，
拿出了最好的食物，但小鸥的
女儿却吃不惯，因为对赵路路
一家人来说最好的食物仅仅只
是没有发酵过的冷馒头和几乎
没有放佐料的菜。“每天的饭菜
我换着花样做给女儿吃，有时
候女儿还嫌弃，大山里的每一
顿对她来说无疑都是考验。还
有就是上厕所，我女儿进去两
趟都跑出来，原来赵路路家的
厕所是露天的，只是用黄泥围
了半人高的墙，到处都是苍蝇
和虫子，在我的劝说下，女儿
才勉为其难地快速上了厕所。
我想在南方生活的孩子大部分
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但对这里的
孩子来说，却是很正常的。”小
鸥说道。

小鸥和志愿者走访的最后
一个孩子家在半山腰上，前往他

家的路都是泥土路，又很陡。小
鸥说，她是用手撑着两个膝盖才
爬上去的。孩子的父亲离家多
年未回，母亲改嫁，孩子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小鸥看到他时，身
上脏兮兮的，头发是爷爷用镰刀
帮他剃的。小鸥看看女儿，再看
看这个孩子，内心感触很深。孩
子的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整天
忙于地里的农活，小鸥和志愿者
离开时也没有见到孩子的爷
爷。

据了解，九九爱心社此次共
走访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 18户
家庭 30 个孩子，有一部分孩子
没能见上面，因为他们趁着放暑
假去山里采花椒挣学费了。“我
们身边的孩子放暑假要么上一
些兴趣爱好课，要么在家吹空调
或出门玩耍，而这些孩子却要为
自己的学费翻山越岭。”小鸥说，
经过这次千里走访，女儿似乎长
大了，因为当“爱暖人间”公益志
愿者问她这次到甘肃有什么感
想时，她的回答是：“我回去后要
好好练钢琴，将来到山区支教！”
听到女儿说出这句话时，小鸥愣
住了，她没想到，她一直认为“娇
生惯养”的女儿能说出这样的话
来。

小鸥说：“对志愿者来说，走
进山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资助
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但对于
我女儿来说，却是一次心灵的成
长之旅，她实地感受到了山区孩
子的不易，也就能明白她现在的
生活是有多么美好，这样她就会
懂得珍惜，知道努力学习，以后
有机会我还会带着她一起去感
受山区的生活。”

本报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张海燕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开学包馄饨“起步价”40元

图为购买馄饨皮的市民
在鲜面店前排起了长队。

记者 陈晓玲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对
于有小孩上学的家庭来说，开
学前吃馄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之一，寓意着稳稳当当、平平
安安。馄饨馅，大部分市民会
选择猪肉馅，可近段时间，猪
肉价格持续上涨，从原来的每
斤 12 元左右，涨到了每斤 25
元，让不少市民直呼吃不消。

“一斤肉 25 元，两斤馄饨皮 5
元，配点青菜差不多 10元，其
他零散的就不算了，开学前的
一顿馄饨，起码要 40元，这还
是按三口之家来计算的。”市民
王阿姨算了这样一笔账。

昨日上午，开发区一菜市
场内的“重庆鲜面店”前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排队的市民以
中老年人为主，大部分市民手中
都拎着已经买好的猪肉、青菜、
芹菜等。鲜面店老板一边忙着
帮客人称馄饨皮，一边告诉记
者：“馄饨皮是 2.5元/斤，8月 31
日和9月1日这两天凌晨三四点
就起来准备了，因为每年开学前
的一两天馄饨皮需求都会暴
增。”记者在现场看到，购买馄饨
皮的市民最少的都买了两斤，最
多的则买了五六斤。

王阿姨和李阿姨住在同一
个小区，两人的孙女今年都刚上
幼儿园，所以就相约一起来买馄

饨皮。“8月 31日报完名后我们
就来买馄饨皮准备包馄饨的，可
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就商
量着第二天来，没想到第二天人
还是这么多，只能慢慢排队了，
我家中午就我和老伴带着孩子
吃饭，所以只买了两斤馄饨皮，
她买了五斤，她家儿子、儿媳都
在家，所以多买点。”王阿姨拎起
手中包馄饨的其他配菜对记者
说，“现在猪肉太贵了，我买了10
块钱青菜，称了一斤多猪肉大概
32元，准备就简简单单弄个青菜
猪肉馅包馄饨，这就要花 40 多
元，也就是图个好寓意，不然还
不如外面吃现成的了。”在一旁
的李阿姨则说：“我不光买了两
斤肉准备包芹菜猪肉馅的，还买
了点虾，准备给孙女包点虾仁馅
的，猪肉 50元、芹菜 16元、虾 20
元、馄饨皮 12元，一顿馄饨差不
多就近百元了，也就图个好寓
意，图个高兴。”

上 图 为 庄 梓 涵
站在奖状墙前久久
不愿离去。

图片新闻

学生安全是大事，只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才能确保万
无一失。近日，市校车运输服务公司联合市运管处、车管所等
部门，开展校车安全隐患大排查，检查人员对校车灭火器、安全
锤、车辆灯光、制动系统及驾驶员证件、校车证件等进行了全面
检查，保证新学期师生的出行安全。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贺江涛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通讯员 张海燕 摄

左 图 为 九 九 爱
心社志愿者向被资
助孩子的奶奶了解
孩子的学习、生活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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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10部影片：
大鹏、欧豪主演剧情、

犯罪、动作电影《铤而走

险》；梁家辉、刘涛等主演剧

情电影《深夜食堂》；动画、

喜剧电影《女王的柯基》；恐

怖、科幻电影《死寂逃亡》；

道恩·强森、杰森·斯坦森主

演动作、惊悚、犯罪电影《速

度与激情：特别行动》；黄晓

明、杜江、谭卓主演灾难、动
作、剧情电影《烈火英雄》；
喜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动画、冒险、喜剧、

家庭电影《愤怒的小鸟》；张

家辉、古天乐主演动作、犯罪

电影《使徒行者 2：谍影行

动》；动画、冒险、喜剧电影

《昆虫总动员2：来自远方的

后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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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影片：
大鹏、欧豪主演剧情、

犯罪、动作电影《铤而走

险》；梁家辉、刘涛等主演剧

情电影《深夜食堂》；动画、

喜剧电影《女王的柯基》；道

恩·强森、杰森·斯坦森主演

动作、惊悚、犯罪电影《速度

与激情：特别行动》；黄晓

明、杜江、谭卓主演灾难、动

作、剧情电影《烈火英雄》；喜

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远明、黄海冰主演剧
情、历史电影《红星照耀中
国》；王仁君、王志飞主演剧

情、历史、战争电影《古田军

号》；动画、冒险、喜剧、家庭

电影《愤怒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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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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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9 月 3 日 10kV 宜庄 162

线（全线：小塘西、周家、刘家
村、谭庄村、坟园里、宜庄一
带）06:00-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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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0.9
0.09
5
0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0
0.11
5
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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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七位数

第19136期：4 9 0 2 0 1 5

体彩大乐透
第19101期：05 11 18 19 27+05 06

体彩排列5
第19237期：8 0 8 2 6

福彩双色球
第19102期：03 08 12 16 20 32+12

福彩15选5
第１9237期：03 04 09 10 12

福彩3D
第１9237期：9 5 9

新华社电 规范重大行政决
策，推进法治政府建设；8座 9座
小型客车通行费将降低；本式往
来港澳通行证将全部失效；普通
高中三科统编教材将开始投入
使用；职称评选均应组建评委会
……9月一批新规将开始实施。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国务院出台的《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9月 1日起施
行，这将进一步推进行政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提高重大
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条例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范围。允许决策机关结合
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确定决策
事项目录、标准，经同级党委同
意后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细化了重大行政决策
的作出程序，明确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为必经程序，还对
重大行政决策的启动、公布等作
了具体规定。

同时，条例还规定，依法作
出的重大行政决策，未经法定程
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执行，
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同时，决策机关
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
录和材料归档制度，对决策机关
违反规定造成决策严重失误，或
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而久

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
响的，倒查责任并实行终身责任
追究。

8座9座小型客车
通行费将降低

交通运输部发布修订后的
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收费公路车
辆通行费车型分类》将于 9月 1
日起实施。

标准修订后，核载 8 人和 9
人车辆由原2类客车降为1类客
车，降低了对应车辆的收费标
准，这既符合国家降低公路收费
标准的总体要求，也更易为广大
车辆用户接受。

据介绍，新标准将 9座作为
界限值与现行车辆分类国家标
准及车辆行驶证的分类指标相
一致，分类标准更加简单明确，
可减少收费争议和纠纷，也便于
自动识别和实现自动收费，符合
未来收费公路的发展方向。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
将全部失效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近发布
提示，现用的本式往来港澳通行
证将于 2019年 9月 13日全部失
效。按照往来港澳签注最短有
效期 3个月计算，近期持用本式
往来港澳通行证将不便于申请
新的签注。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有出
行需求的持证人提前申请卡式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已办妥签
注的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有
效期内仍可继续使用。

据介绍，卡式电子往来港澳
通行证于 2014 年 9 月启用。今
年 4月 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
推出“全国通办”政策后，内地居
民申请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
证及团队旅游签注更加便捷。
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任一出入
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也可以通
过移民局官方App、服务网站在
线申请。持卡式证件在自助签
注机办理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
可实现立等可取。

普通高中三科统编
教材将开始投入使用

教育部近日规定，普通高中
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
教材将于 2019 年 9 月秋季学期
开始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
山东、海南6个省（市）率先使用，
其他省份根据新高考推进和各
地实际情况陆续推开，2022年前
将全部使用新教材。

据介绍，教育部在义务教育
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
材投入使用的基础上，集中力
量组织统编了普通高中三科教
材，已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通
过。

以语文教材为例，教材精选
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
典名篇，一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
（首），占全部选文总数的49.3%，
其中古诗词 33 首，古文 34 篇。
教材选取了反映革命传统和革
命精神的作品以及反映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
作品。

职称评选
均应组建评委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
的职称工作的首部法律性文件
《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9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各地
区、各部门以及用人单位等开展
职称评审，均应当组建职称评审
委员会。

规定要求，职称评审委员会
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类
别。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和用人
单位，可以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
专家库。

职称评审主要包括申报、审
核、评审、公示、确认等基本程
序。一是申报、审核，二是评议
组或评审专家评议，三是评审，
四是评审结果公示，五是评审结
果确认、备案。

规定还要求，建立职称评价
服务平台，加强职称评审信息化
建设，推广在线评审，探索实行
职称评审电子证书。

一批新规本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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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丹气）这两天，天气格外凉
爽，在室外吹吹风，感觉整个人
都清爽许多。本周，我市依旧
是凉爽天气，同时阵雨频繁，局
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还是
要把伞带上。

刚刚结束的周末，没有了
阳光的照耀，天空都是阴沉沉
的。气温方面，秋天的感觉也
越来越明显了，早晚感觉偏凉，
尤其是昨天，气温又下降了一

些，大家明显感到有些冷了。
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温度

也将维持在“2字头”，并且以阴
雨天气为主，有晾晒或洗车需
求的市民需要再等等。今天我
市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局
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同
时最高气温 23℃左右，阴冷感
较为明显，大家可适时穿上长
裤长袖，谨防感冒。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东北风3~4
级，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

白天最高气温：23℃左右。

3日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等，早晨最低气温：20℃
到 21℃，白天最高气温：25℃到

26℃。

4日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

或雷雨，早晨最低气温：21℃到

22℃，白天最高气温：27℃到

28℃。

刮胡子是男性每天必做的
一件事。可是，要知道刮胡子
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最好避
开以下两个时间段。

运动前后不要刮胡子。运
动前刮胡子，皮肤可能被划出
肉眼看不见的小伤口，运动时
产生大量的汗液，流经伤口可
能会引起痤疮甚至感染。另

外，在室外运动时，势必会有一
些细小的灰尘或细菌停留在脸
上，侵袭脆弱的皮肤和伤口，很
容易造成感染。运动后身体血
液循环加快，汗水刺激刮过胡
子的皮肤，会产生烧灼感，让人
十分难受。

洗澡前也不要刮胡子。很
多男性喜欢在洗澡前剃须，再
用水直接冲走，觉得很方便。
刚刚剃须后的皮肤有很多小创
口，非常敏感，如果马上洗澡，

沐浴液、洗发液还有热水会刺
激伤口，导致发红、感染等。

清晨是刮胡子的最佳时
间，这时皮肤比较放松，可减少
刮伤的几率。

电动剃须刀最好在干燥环
境下使用，所以刮胡子时应保
持脸部干爽。使用前也可以用
专用的剃须水来软化胡须。刮
完胡子后注意清洁剃须刀的刀
片和接触面，使用前后都要洗
干净。（新华）

刮胡子最好避开两个时段

新华社电“足不出户、日
入斗金”“点点鼠标、轻松赚
钱”……类似的刷单兼职广告
你是不是也经常收到？近两
年来，越来越多想赚钱的年轻
人选择网络刷单作为兼职，谁
知挣钱不成，很多人反而一步
步走进骗子的圈套。警方提
醒，当下绝大多数网络兼职刷
单都是诈骗，广大网友一定要
提高警惕，小心被“套路”。

近日，无锡市民王先生报
案，称其在网上应聘兼职受
骗，钱没挣到反而损失了约 1
万元。王先生前阵子在上网
玩游戏时认识了一名“网友”，
两人聊天很投机。近日，王先
生收到一条招聘网络兼职刷
单的广告，他想起之前这名

“网友”也推荐过这家招聘的
平台，还声称赚了不少钱。

在“网友”推荐下，王先生
添加了招聘客服微信，对方称
入职前必须先交一笔押金，再
请“老师”传授“工作流程”。
向“网友”求证后，王先生打消
了疑虑，按要求交了押金。此
后几小时内，王先生又按对方
要求多次刷单，投入本金 7000
余元。但在计算报酬时，客服
又称王先生 IP地址异常，需要
支付 2000元解除异常才能返
还佣金。此时，“网友”又一次
证实所谓“IP 异常”交钱解除
是正常情况，王先生深信不
疑。但第二天，王先生不但没
拿到本金和报酬，还被“网友”
拉黑，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警方提醒，利用网络虚假
交易的方式刷单，本身就是一
种欺诈，大家应当远离。在网
上找工作时，招聘方若要求先
行缴纳费用或多次索取费用，
应当立即拒绝，发现其有诈骗
迹象，应当立即报警。

警方提示：
警惕网络刷单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