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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9 月 12 日 10kV 三 思

111线北环路 2#环网柜 11101
开关以下（111线北环路 2#环
网柜 11101 开关以下：臧龙御
景）06:00-10:00；

10kV西丰24101开关以下
（24101：彭庄综合变、埤城荷花
池综合变一带）07:00-10:30。

今日上映11部影片：
动作、惊悚、犯罪电影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动

作、科幻、喜剧、惊悚电影《宝

莱坞机器人2.0：重生归来》；

喜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

降世》；动画、奇幻电影《罗小

黑战记》；运动、纪录片《徒手

攀岩》；木村拓哉、二宫和也

主演悬疑电影《检察方的罪

人》；剧情、传记电影《一生只

为一事来》；动作、犯罪、剧

情、惊悚电影《冷血追击》；王

仁君、王志飞主演剧情、历

史、战争电影《古田军号》；大

鹏、欧豪主演剧情、犯罪、动

作电影《铤而走险》；张家辉、

古天乐主演动作、犯罪电影

《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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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映9部影片：
动作、惊悚、犯罪电影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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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科幻、喜剧、惊悚电影《宝

莱坞机器人2.0：重生归来》；

运动、纪录片《徒手攀岩》；剧

情、传记电影《一生只为一事

来》；木村拓哉、二宫和也主

演悬疑电影《检察方的罪

人》；动画、奇幻电影《罗小黑

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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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影
国际影城

新华社电 一年中秋至，
又见圆月时。今年的中秋月
依 然 是“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圆”。天文专家介绍，受月球
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影响，14日
的最圆月（也称“满月”）是今
年内的“最小满月”，娇小玲珑
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
球转动，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
恒定。据计算，月球与地球之
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万公里，
最近约 35.6 万公里，最远约
40.6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
一样，地球上人们眼中的月亮
也就有了大小之分，“大月亮”
和“小月亮”两者视直径相差
八分之一。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测
算，今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
现在 14日 12时 33分。由于月
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因
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地
点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
地点的时间为 13 日 21 时 32
分，此时月地之间的距离约
40.6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
距离地球最远的一刻，此时月
亮的视直径最小。因此，今年
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中秋
月看上去明显“瘦身”一些。

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
历：当我们坐在桌子前读书时，
可能很长时间都会精神十足，毫
无倦意；而当我们躺在床上看书
时，不一会儿就感到疲劳，甚至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是为什
么呢？

躺卧是向身体
发出的“休息”信号

当人躺到床上以后，地球对
人体的引力面积增大，人体的生
理节奏开始下降，大脑皮层就逐
渐进入抑制状态，这正是人们入
睡的信号。当人躺着看书时，大
脑和心脏在同一水平线，大量血
液进入大脑，此时心跳比平时
慢，血液循环变慢，但大脑仍在
紧张地活动，用脑消耗的氧气大
于供应的氧气，时间一长，就容

易造成大脑疲劳，人体就会感到
疲劳。

此外，躺着看书时，眼睛与
书本的距离不能保持稳定，眼部
肌肉需要不断地调整，容易造成
眼部疲劳。同时，躺着看书时拿
书的手要悬在半空中，时间一长
就会感到酸软无力。这就是为
什么躺着看书容易疲劳，甚至犯
困的原因。

舒适和健康只能取其一

躺着看书看似非常惬意舒
服，可是研究表明，躺着看书会
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健康。

首先，会损害视力。躺在
床上看书，多侧卧，两只眼睛往
往是在斜视状态，光线不好，眼
睛就需要不断调适。一旦时间
稍长，就容易造成眼睫状肌疲

劳，让人感到两眼酸胀，长期下
来，眼球就会发生变化，形成近
视。

其次，生理学家发现，躺着
看书还会诱发身体的其他疾
病。比如，躺着看书，使大脑不
断地接受来自外界的知识信息，
强制改变已经放慢了的生理节
奏。久而久之，会使生理节奏失
去平衡，导致神经衰弱和心血管
疾病。常见的症状有：健忘、失
眠、多梦、多汗、心悸、食欲减退、
皮肤过敏等。

躺着看书还会导致脊椎变
形，引发脊椎病。躺着看书时，
颈椎会长时间处于一种僵化固
定的前屈状态，这种姿势恰恰是
和颈椎前凸的生理曲度相反
的。日积月累，不仅使颈部肌肉
和韧带长期处于非协调受力状
态，更主要的是造成颈椎间盘内

的压力增高，导致颈椎间盘退
变，甚至压迫相邻的脊髓、神经
根、血管、韧带等，最终导致颈椎
病的产生。另外，除去躺着看
书，长时间玩手机、操作电脑、打
牌等都会导致脊椎变形。

最佳的看书姿势

读书是一种脑力劳动，应该
注意选择正确的看书姿势以提
高效率。看书的最佳姿势是坐
着，书本放在眼睛正前方，离眼
睛一尺左右的地方比较好。如
果在夜间或者光线昏暗的地方
看书，照在书本上的光线也应该
柔和一些。

通常情况下，看书一小时左
右，就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身
体，放松一下眼睛，可以眺望远
处或者望向天空。 （新华）

躺着看书那么“舒服”，
为什么却更易招来“疲倦感”？

当你知道枕头不是用来枕
“头”的时候，一定也会大吃一
惊。但这的确是真的，我们睡觉
用的枕头其实是用来维持颈椎
自然的生理曲度的。很多人睡
眠质量不佳就是因为错用了枕
头，只是单纯用枕头垫着头，这
样的做法使肩膀与枕头还有一
段距离，让颈椎悬空，颈部肌肉
无法得到休息，导致肌肉拉伤，
出现酸痛感，甚至难以入睡。

拥有高质量睡眠的关键，就
是要用对枕头，让其发挥出应有
的功效，在睡觉时要把脑袋和脖
子都放到枕头上，让枕头撑着头
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曲位置，
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如果

仅仅是头顶挨着枕头的边，即使
再昂贵的枕头也无济于事。

其次，选择一个合适高度的
枕头也是重中之重。科学的枕
高是根据人体颈部7个颈椎排列
的生理曲线确定的，只有保持这
个曲线正常的生理弯曲，才能使
肩颈部的肌肉、韧带关节及关节
处处于放松状态。因此，枕高要
以稍低于肩到同侧颈部距离为
宜。一般情况下枕头高以 8 至
15厘米为宜，或按公式计算：（肩
宽-头宽）÷2。

在选择枕头高度的时候，睡
姿的差别也需要考虑在内。如
果习惯仰卧，那么枕头的高度最
好是8至13厘米，也就是你自己

一个拳头的高度，同时，可以在
膝盖下方再放一个枕头，以缓解
脊椎压力。如果习惯侧卧，那么
枕头的高度应该等于你肩膀的
宽度，也就是 13至 16厘米，使颈
椎和腰椎在差不多同一条水平
线上。也有一部分人是俯卧爱
好者，这时就要选择非常薄的枕
头，也可以不用枕头，但是为了
避免腰疼，最好在腹部垫一个薄
枕头。但通常不建议采取俯卧
睡姿。

枕头的高度对睡眠质量的
影响很大，枕头过高和过低都有
害。现代研究也表明高枕妨碍
头部血液循环，容易导致脑缺
氧、打鼾和落枕。高血压、颈椎

病及脊椎不正的病人不能使用
高枕；低枕使头部充血，易造成
眼睑和颜面水肿；肺病、心脏病、
哮喘病病人也不能使用。

枕头的材质、枕型、软硬程
度也会对我们睡眠产生影响，枕
芯应选质地松软之物，制成软硬
适度、稍有弹性的枕头为好。枕
头太硬会使头颈部与枕头接触
部位压力增强，造成头部不适；
枕头太软，则难以维持正常高
度，头颈部得不到一定支持而疲
劳。

所以，枕头对于睡眠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选择一个合适的枕
头不仅能改善肩颈酸痛等不适症
状，还能提高睡眠质量。（新华）

什么？枕头不是用来枕“头”的？

人都会产生三种污垢：眼
屎、鼻屎和耳屎。人们总是因
为它们的存在而感觉到不舒
服，会定期进行清理。你知道
吗？它们对人体健康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眼屎是由位于上眼皮与下
眼皮的睑板腺所分泌的油脂。
这种油脂在眼睛和外界环境之
间起到了一定的阻隔作用，不
仅可以防止雨水和汗水进入眼
睛，还可以有效防止眼泪外流。
这层油脂层黏性很大，很容易吸
附周围的灰尘。眨眼睛的动作
将黏液和灰尘搅拌混合在一起，
最终变成类似于糨糊的物质。
晚上闭眼睡觉时，眼睛里渗出的
眼泪混合着这些物质，慢慢地
累积在眼角边上，水分蒸发之
后便形成了眼屎。少量的眼屎
是正常的身体产物，若眼屎过
多，甚至将整个眼睛都粘住，就
说明眼睛出现了问题。过多的
眼屎往往是眼疾的前兆，眼睛
一旦受到细菌感染，白细胞就
会迅速展开杀菌行动，最终眼
睛上残留着细菌和白细胞的尸
体，以脓液的形式不断累积，从
而形成大量的眼屎。

耳屎是外耳道耵聍腺的分
泌物，医学上又叫耵聍。耳屎
有一定的消毒作用，若无特殊
原因，人体是不会发生耳朵发

炎症状的；耳屎对外耳道皮肤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够防
止微生物、灰尘、异物等进入耳
内，其特殊味道会让很多昆虫
不敢靠近，故很少有小虫爬入
耳朵的现象；耳内保持少量的
耳屎，能够减缓声波对鼓膜的
冲击，保护耳朵受损。有些人
因为体质的原因，耳屎较多，会
造成耵聍栓塞，此时则需要求
助医生将其取出。平常掏耳朵
过于频繁的话，很容易损伤外
耳道皮肤，引发细菌感染，导致
外耳道疖肿。轻者会引起耳朵
疼痛难忍，影响张口和咀嚼动
作，重者会造成听力下降。经
常掏耳朵，还会对外耳道皮肤
产生刺激，耵聍腺分泌增多，反
而会使得耳屎越来越多。

鼻子深处的鼻腔壁上有无
数个黏液腺，分泌出的黏液会

黏住呼吸过程中带来的灰尘和
细菌，黏液中的水分干掉后便
形成了鼻屎。有些人喜欢经常
挖鼻孔，认为鼻子里脏，殊不知
这样容易对鼻腔内的毛囊造成
破坏，细菌会直接进入下呼吸道
引起感染。另外，挖鼻孔也会损
伤鼻腔黏膜，甚至引起出血，细
菌会被指甲带入引发感染。若
鼻腔黏膜经常受伤，会引发萎
缩症状，鼻腔分泌物会减少，严
重削弱了鼻子的防御功能，呼
吸系统疾病更容易发生。

这三种人体分泌物的存
在，初衷是为了构筑防线，保护
人体免受外来物的侵害，在完
成保护任务之后就变成了多余
的废弃物，逐渐被清理出体
外。虽然背负着不好的名声，
但它们还是默默为人体健康做
着贡献。 （新华）

请正视它们请正视它们：：眼屎眼屎、、鼻屎鼻屎、、耳屎耳屎今年中秋月
系年中“最小满月”

体彩七位数
第19141期：9 8 2 4 4 3 3

体彩大乐透
第19105期：01 04 09 14 17 +01 06

体彩排列5
第19246期：4 2 7 5 0

福彩双色球
第19106期：02 14 22 27 30 33 +14

福彩15选5
第１9246期：3 5 6 10 11

福彩3D
第１9246期：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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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35年带了省丹中10届高三毕业班，发表论文200余篇，退休后每天坚持做数学题……时刻
保持教师本色的臧立本这样说——

“数学是终身爱好，教育是终身事业！”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吴二林

1947 年出生于荆林的臧立
本原本是一名农民，1977年恢复
高考后，30岁的他成为了第一批
大学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
折，也正因为这个“转折”，开启
了臧立本 35年的教学生涯。第
35个教师节前夕，臧立本获得了
我市教育荣誉奖。

一天工作16小时是常态

1966年臧立本高中毕业，之
后在老家荆林种了十年的地，当
他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考
试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凭着“知
识能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臧
立本充分利用了这一个月的复

习时间，顺利考上了江苏师范学
院（今苏州大学），成为恢复高考
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臧立本被分配
到省丹中任教，从事数学教学工
作，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生
活几乎被数学、教学占满。“每
天都是家门到校门两点一线的
生活。可以说，除了吃饭、睡
觉，其他时间都花在了和教学
相关的事情上。”臧立本说，一
天工作 16个小时是常态，课余
时间他都是坐在教师资料室
里，一边广泛阅读，一边认真
记着笔记。即便是平时节假日
和寒暑假，他也是在进修、笔
耕中度过，连自己的一双儿女
也很少有时间顾及。

“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
念头：务必尽心尽力把学生培
养好。”臧立本对自己要求很严
格，不仅认真上好每一节课，
课后还及时对教学过程进行反
思并记入备课本，以供今后教
学时借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臧立
本带的第一届高三毕业班，被重
点大学录取的有十几人，数学平
均分105分（满分120分），超过江
苏省平均分近30分，他带的10届
毕业班均取得不错的成绩。

每两个星期写一篇论文

从教 35年的臧立本一直保
持着高度的教学热情。面对学
生，他开明热诚，以引导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积极思考、主动思考的习惯，1997
年5月在《数学通报》上发表的论

文《数学教学中的稚化艺术》是
他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总结出的
经验和特色。“稚化就是放下老
师作为教授者的姿态，和学生一
样保持求知者的模样，一起探
索、学习数学知识。”臧立本浅显
地解释道。

如果教学也讲究“匠心精
神”，那么在臧立本身上有着充
分的体现。以前没有电脑输入、
网络查询，他凭借多年的教学体
会、独特的教育思维，从自身所
教的数学学科的角度出发，手写
完成了几百篇论文，在省级以上
专业性杂志发表论文 200余篇，
其中核心期刊近30篇，出版专著
《高中数学教育艺术》。每一篇
论文写好后，他都会把论文的投
稿、发表等情况汇总到专门的笔
记本上，时间、篇名、发表期刊等
都记得清清楚楚。

论文“高产”的臧立本，曾经
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 28篇论文
的撰写，相当于每两个星期就写
一篇论文。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8 年臧立本被评为江苏省数
学特级教师，所带班级被评为江
苏省先进集体，1999年被评为江
苏省名教师，2003年荣获第六届
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二等奖，2006
年被评为教授级中学高级教
师。

每天坚持做八道数学题

面对获得的荣誉，臧立本
表现得很淡定。 72 岁的他表
示，不管是退休前还是退休
后，他都是以“教师”的身份
认真地过着每一天，“数学是终

身爱好，教育是终身事业！”
2007 年至 2012 年，臧立本

被学校返聘； 2012 年至 2016
年，他又被市教师进修学校特
聘；2009年至 2013年，受教育
部考试中心邀请，他参加了全
国高考的命题工作，受聘担任
五所中学的教学顾问。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这是臧立本从教以来的座右
铭，也是退休后他坚持数学教
学研究的准则。古稀之年的他
每天坚持做八道数学题，所有
的演算过程都清晰地写在纸
上。“对于他来说，打草稿的纸
比钱还宝贵！”臧立本的老伴笑
称，口袋里少 100 元钱他不紧
张，但少一张写过的草稿纸就
会着急半天。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臧立
本的板书也十分精美，现在他
手写的草稿也堪称“书法作
品”，不仅字迹清晰、解题思路
清楚，而且整体感觉犹如板书
的“纸质版”，让人看了赏心悦
目。

臧立本最后表示，教师要
重视师德修养，爱国爱教，爱
生敬业，只有苦练教学内功，
提高教学艺术，才能成为受学
生欢迎的好老师。

上图为臧立本退
休后仍每天坚持做数
学题。

左图为臧立本获
得的荣誉证书。

记者 张敏 摄

想必长这么大，大家都曾有
过这样的经历：吃东西太急，被
东西噎住久久不能下咽。遇到
这种紧急情况，采用拍打患者背
部或其他试图取出异物的方式
可能导致更加深入呼吸道。而
即使拨打 120，急救人员也可能
无法及时赶到。如果有人会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也许就能挽回
生命。

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市妇
幼保健院专家提醒，自己掌握被
噎住时的急救方法才是王道！
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丁晓燕介绍，海姆立克急救法很
简单，普通人也能学会。她提
醒，急救法固然重要，但同时重
在预防，防大于救，尤其注意孩
子老人。哪些是容易使小孩和
老人发生气管堵塞的食物呢？

果冻：老人和小孩吞食果冻
容易发生意外，不能轻忽大意！

麻花、糖果：如果真的要给
老人和小孩食用，建议先切成丁
状。

鱿鱼丝：纤维过长，咬感过
硬的零食，包括鱿鱼丝、牛肉干
都不适合给老人和小孩吃。

花生酱：黏稠度过高，不适
合老人和小孩吞食。

坚果类：体积太小，有时老
人和小孩可能来不及咀嚼就吞
食下肚，容易噎到。

小巧水果：小巧圆形但里面
带核的水果并不适合给老人和
小孩食用，如龙眼、葡萄、樱桃
等。

多纤维蔬菜：维纤多且不易
咬烂的蔬菜不适合老人和小孩，
如芹菜、豆芽。

此外，大肉块、长面、多刺的
鱼等，也不太适合小孩和老人食

用。丁晓燕主任还建议大家，进
食时尽量少说话，在食用鱼类食
物时要格外小心。进餐时做到
不看手机。不要给3岁以下的儿
童吃带壳的食物，如瓜子、花生、
豆类等。孩子哭闹时，
切不可往孩子口中塞
食物，尤其是瓜子和花
生米等坚果类食物。
节假日尽量多陪伴多
观察孩子的日常起居，
同时慢慢引导教育孩
子意识到误食异物的
危险性，将可能性降低

到最少。
丁晓燕，技术专长：婴幼儿

毛细支气管炎、儿童哮喘、小儿
急慢性腹泻、小儿重症肺炎伴心
力衰竭、小儿高热惊厥及新生儿
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肺
炎、新生儿出血症等新生儿危急
重症的救治以及早产儿、低体重
儿全静脉营养。

注: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预约咨询电话：86989030

外院专家门诊

二院儿童保健科共有 13人，
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1
人。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幼儿园
儿童体检、高危儿管理、新生儿听
力筛查、先天性心脏病检查、地中
海贫血检测、儿童视力与屈光度
筛查、髋关节发育不良筛查，负责

基层儿保医生培训工作，承担托
幼机构各类人员的培训、指导、考
核。开设儿童行为发育科、儿童
营养科、儿童身高促进门诊、高危
儿门诊、儿童眼保健门诊。

景志豪，儿保科主任，儿科副
主任医师，从事儿科临床工作二

十余年，曾在南京儿童医院进修
儿内科。擅长小儿生长发育监测
和评估、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小儿
内分泌疾病的诊治等。先后在国
家级省级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曾成功申报并主持江苏省级科研
项目，多次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

【健康链接】儿童保健科

二院儿科拥有中高级职称
专业人员 10余人，经验丰富、训
练有素、服务优良，建立了新生
儿科、小儿呼吸哮喘专科、小儿
内分泌专科、小儿腹泻便秘专科

以及小儿过敏专科等特色专
科。长期与上海复旦大学儿科
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
童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江
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

健院开展合作。与之形成良好
的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科学研
究、疑难病会诊和双向转诊等方
面的合作关系。

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提醒

世界急救日，急救固然重要，预防更重要

时间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专科

消化内科（上午）

儿科（上午）

放射科

关节外科（上午）

消化内科（上午）

超声科（上午）

超声科（下午）

眼科（上午）

耳鼻喉科（上午）

超声科

医院、专家、职称

江苏大学附院何亚龙主任医师

南京儿童医院顾威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刘文新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左华主任

江苏大学附院何亚龙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沈楚副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张歆副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肖寿华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附院陆汉强副主任医师

祝芳华主任

儿科（新生儿科）：创新突破，呵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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