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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今日上映8部影片：
道恩·强森主演动作、

冒险、奇幻电影《勇敢者游
戏 2：再战巅峰》；胡歌、桂
纶镁主演剧情、犯罪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汤唯、
雷佳音主演剧情、犯罪、悬
疑电影《吹哨人》；王学圻、
昆凌主演动作、灾难电影
《天火》；程琤、刘思博、肖
雨雨主演爱情电影《那时
风华》；黄渤、王珞丹主演
剧情、爱情电影《被光抓走
的人》；米歇尔·道克瑞 伊
丽莎白·麦戈主演剧情电
影《唐顿庄园》；肖央、谭卓
主演剧情、犯罪电影《误
杀》。

全球最先进的 Re⁃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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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道恩·强森主演动作、

冒险、奇幻电影《勇敢者游
戏 2：再战巅峰》；肖央、谭
卓主演剧情、犯罪电影《误
杀》；王学圻、昆凌主演动
作、灾难电影《天火》；黄
渤、王珞丹主演剧情、爱情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
情、悬疑、惊悚、犯罪电影
《利刃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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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达

12 月 17 日 10kV 行 南
12804 开关以下 (12804：延陵
镇大吕村大吕中综合变、大吕
村大吕中队、大吕村大吕站、
延陵镇大吕村台庄综合变、台
庄村北、延陵镇大吕村大吕南
综合变、大吕村西殷甲庄一
带)08:00-12:00；

10kV 吕西 18203 开关以下
（18203：西市村葛四郎、西市
村囤市村、毕庄八站、西市村
后圩村、西市小王村、新河电
站、江苏梦之彩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丹阳市君康健身器材有
限公司一带） 08:00-15:50。

备忘录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记者昨日从市气象部
门了解到，相比上周的晴好天
气，本周我市天气将发生“大变
脸”，以阴雨湿冷天气为主，大家
注意做好应对措施。

话说上个星期的丹阳，几乎
每天都能沐浴阳光，真是太舒服
了有没有？

然而这样的好天气，可能只
剩今天 1天了，一股冷空气正步
步逼近，我市连晴的天气格局即
将发生转折。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全
市是多云转阴天气，最高气温达
19℃，但从今天夜里开始，大风、
雨水、降温将连番登场。升得有
多猛，降得就有多狠。在冷空气

的影响下，届时我市最高气温将
下降到10℃以下，伴随着雨水的
到来，体感温度较为寒冷，大家
记得做好保暖工作。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转阴，夜里阴

有小雨，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

都是 3-4 级，早晨最低气温:
10℃到 11℃，白天最高气温:
18℃到 19℃。

17日全市阴有小雨，早晨最

低气温: 8℃到 9℃，白天最高

气温: 13℃到 14℃。

18日全市阴有小雨，早晨最

低气温: 3℃到 4℃，白天最高

气温: 7℃到 8℃。

本周天气“大变脸”阴雨湿冷来袭

明日停电

寒冷的冬季，羽绒服、热水
袋、电热毯、浴霸等纷纷“登
场”。然而，这些大家冬天经常
会接触到的，背后竟也暗藏着可
能引发危险的因素。它们有何
安全隐患？大家该如何避免？

浴霸

冬季寒冷，很多人洗澡时都
喜欢使用浴霸，但因使用不当，
灼伤眼睛、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层出不穷。那么，使用浴霸该注
意哪些事宜？

1.定期检修线路，避免浴霸

长时间工作，禁止电源、电压与

浴霸的额定电源、电压不符，以

防造成短路引发火灾。

2.浴霸使用完以后，要关闭

开关，拔掉插头，严防电机因受

潮而导致绝缘性能降低，从而引

发火灾或人身触电事故。

3.浴霸光源强度很大，因而

不可直视，也不可长时间待在强

光下，不然眼睛容易被灼伤，严

重时强光可能灼伤视网膜上的

黄斑，黄斑一旦受伤，视力损伤

将无法挽回，甚至会有导致失明

的风险。

羽绒服

寒冷冬季，羽绒服穿起来暖
和，洗起来却麻烦，因而不少人

会用洗衣机洗羽绒服，殊不知这
可能会引起爆炸。为何洗衣机
洗羽绒服会爆炸？羽绒服该如
何清洗？

羽绒服中间的腔体较大，容

易包裹气体，且面料致密，不易

透气。洗衣机在脱水时，短时间

内离心力会让羽绒服像吹气球

一样膨胀起来，如果此时施加脱

水的震动力进行挤压，则可能导

致发生爆炸。

羽绒服的最佳清洗方式是

手洗，清洗之前可以用冷水将羽

绒服浸泡约20分钟，然后挤去水

分，放入溶有中性洗涤剂且水温

约 30度的温水中，浸泡 10至 15
分钟；清洗过程中，不要搓揉，用

软毛刷或牙刷刷洗即可；刷洗完

后不可将衣服拧成“麻花”，而应

顺着衣服往下挤压将水去除；洗

净后，不能将羽绒服放在阳光下

暴晒，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晾

干；羽绒服在清洗晒干后形状往

往比较扁，此时用衣架整体拍打

羽绒服，便可使其恢复蓬松感。

电热毯

电热毯通电时间过长、受
潮、电热元件受损、质量不合格
等都可能引发安全隐患，导致火
灾发生，使用电热毯应注意这些
事宜：

1.尽量不要褶皱或折叠，不

可长时间通电使用，尽量不要在

电热毯上堆放杂物或积热物品。

2.不要把电热毯铺到弹性

较大或伸缩性较大的床上，因为

如果伸缩性较大，会造成电热毯

弯曲，使电阻丝断裂，这样很容

易漏电与积热。

3.按照国家标准，电热毯的

使用年限为 6年，6年年限应从

电热毯生产日期开始计算。

热水袋

人在进入深度睡眠后，皮肤
对温度不敏感，如果热水袋长期
贴在皮肤上，不变换位置，很容
易发生“低温烫伤”，烫伤出现的
水泡，如果处理不当会发生溃

烂，甚至长时间都无法愈合。正
确使用热水袋，需要谨记以下几
点：

1.如果是装开水的热水袋，

注意水温不要太热，一定要把盖

拧紧，最好在热水袋外面套一个

防护套，防止水流出来烫伤。

2.如果是电热水袋，千万不

可在充电状态下使用，充电加热

结束后，要及时切断电源。

3.热水袋最好睡觉前放在

被子里，睡觉时取出来，而且，热

水袋尽量放置在脚旁10厘米处，

而不是脚上。

4.此外，婴幼儿、热感觉迟

钝者或生活不能自理者严禁使

用热水袋，以免发生“低温烫

伤”。 （新华）

冬季，身边的这些安全隐患要注意！

体彩七位数
第19192期：7 6 4 5 4 0 3

体彩大乐透
第19143期：04 22 23 24 32 +06 12

体彩排列5
第19335期：3 6 9 6 4

福彩双色球
第19144期：02 12 15 19 27 30 +03

福彩15选5
第１9335期：03 05 06 09 11

福彩3D
第１9335期：6 7 7

新华社电 一不开心就想
吃甜食？恐怕得悠着点了。美
国堪萨斯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
研究结果显示，摄入太多糖分
可能会加剧抑郁症状。

堪萨斯大学研究人员在该
校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冬季是
抑郁症发生较多的时期，冬季
日照减少会打乱一些人的昼夜
节律并影响睡眠，让他们陷入抑
郁之中。一些抑郁的人会吃更
多甜食，吃糖虽然有时可以短暂
改善情绪，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对

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医

学假说》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
文。他们分析了全球一系列有
关摄入糖分对生理和心理影响
的研究，发现吃太多糖会导致
身体更容易出现炎症，而与炎
症相关的一些激素会导致大脑
进入抑郁状态。

吃太多糖对体内微生物的
影响也可能是抑郁症诱因之
一，因为有些微生物可能在有
较多糖分的环境中“茁壮成

长”，产生某些化学物质，使人
更易于抑郁。

研究人员建议抑郁症患者
应该减少摄入糖分，多吃富含
欧米加-3脂肪酸的食物等，这
样对心理健康更好。研究人员
推荐了美国心脏病协会的一个
标准，即每日摄入食物中添加
的糖不超过25克。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每
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一种
方法适合所有人，人们应根据
自身具体情况确定膳食搭配。

新华社电 手机、银行卡与
本人“窝”在家中，一觉醒来，卡
内余额却被盗刷殆尽，目前像
这样利用“嗅探”技术盗刷银行
卡的案件在多地发生。记者日
前从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了解
到，这种新型网络犯罪升级到
4G 网络领域。警方提醒当手
机信号从 4G 掉到 2G、收到不
明短信验证码时需防范盗刷风
险。

警方介绍，这类盗刷案件
常用“嗅探”设备截获基站信号
范围内的手机短信息。同时，

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网站和移
动支付软件的技术漏洞，获取
手机机主的姓名、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等信息。这样便可实时
截获被害人手机验证码短信
息，用手机话费充值游戏点券

后转卖，或是直接通过快捷支
付盗刷被害人银行账户内钱
款。

对此，警方提示，遭遇类似
盗刷“攻击”时，手机信号忽然
会从 4G 降为 2G，有可能会收
到不明短信验证码，这时需要
马上关机或开启“飞行模式”，

立即联系短信所属的移动应用
和网站服务提供商，查明短信
验证码来源，并查看自己的银
行账户、手机话费和支付应用
是否存在盗刷情况。一旦发现
资金被盗，应火速冻结银行卡，
保留短信内容，即刻报警。

警方同时提醒，大家平时
要做好手机号、银行卡号、身份
证号、支付平台账户等敏感私
人信息的保护。不法分子常常
选择夜间作案，临睡前关闭手
机免密支付功能，有利于保证
资金安全。

研究显示吃糖太多可能加重抑郁

“隔空”盗刷来袭 警方提示如何辨“异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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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0.8
0.11
5
0

0.3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0
0.14
5
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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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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医30年，村民身边的“120”
本报记者 李潇

“王医生，您帮我扎了几
次针后，我头皮发麻和颈椎疼
的症状明显好多了，还请您再
帮我看看……”14 日下午，南
京市民李先生专程赶到我市延
陵镇联兴村卫生室，请求王须
良帮他治疗颈椎病。因为工作
原因，李先生患颈椎病多年，
近几年，颈椎压迫到神经，他
头皮经常发麻，去过很多医
院，但是治疗效果都不明显。
去年年底，他听一位朋友说王
须良用扎针的方法治疗颈椎病
有一定的效果，于是立即驱车

赶来，并在蒯庄村找到了王须
良。那时正值春节，王须良休
息在家，但听说李先生是从南
京特意赶来，为了不让他跑
空，便答应帮他诊断治疗。

“下午扎的针，第二天早
上就见效果了，头皮发麻的症
状明显减轻了许多，现在我的
病已经好多了。王医生不仅医
术好，医德也很高尚。”扎完针
正在卫生室里休息的李先生竖
起拇指夸赞王须良。

乡村医生王须良今年 54
岁，1989 年开始从医，至今已

经 30年，说起从医经历，他觉
得苦中有乐。作为医生，职责
就是救死扶伤，这是王须良从
小就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学到
的，王须良的针灸技术，是从
爷爷辈传下来的，在他很小的
时候，就帮着爷爷和父亲打下
手。王须良的爷爷是当年松卜
公社的医生，父亲是麦溪卫生
院的医生，十里八村有谁生病
需要治疗，不管什么时候，王
须良的父亲都会立即出诊。“受
父亲和爷爷的影响，我从小励
志要和他们一样救死扶伤，所
以就报考了卫校。”毕业后，接
过长辈的接力棒，王须良来到
了蒯庄村做了一名乡村医生。

“ 那 个 年 代 ， 大 家 都 很
穷，卫生条件跟不上，生病很
常见，我每天要看七八十个病
人。”回忆起当年，王须良颇有
感慨，不同于现在的坐诊，那
时候，他基本上都是背着医药
箱出诊，除了吃饭，一天中大
多数时间都奔波在外，有时候
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记得有一次早上出诊，
回来时已经快下午一点了，端
着碗正准备吃饭，忽然有人来
敲门，说是邻村一个阿姨和丈
夫吵架喝了农药。”王须良说，
他又立即放下碗筷，背上医药
箱，骑上自行车带着这位村民
一路“飞奔”。

让王须良印象深刻的还有
1994 年的冬天，有一天下大
雪，凌晨一点多，他睡得迷迷
糊糊，突然有人来敲门。“对方
说他爱人肚子疼得厉害，我立
即穿上衣服，套上雨鞋，背上
医药箱，赶到他的家里。”王须
良说，经过检查，对方是得了
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送到镇
上的医院，但因为当时外面下
着大雪，路上没有车，于是他

便和病患家属一起，用板车将
患者送到了当时的麦溪卫生
院。王须良回到家已经是凌晨 5
点，“雨鞋里全是水，脚冻得生
疼，泡了个脚，打了会儿盹，
早上 7 点，又有人来问诊了。”
王须良说。

由于那时候大多数村民家
中都没有交通工具，来卫生室
就诊比较麻烦，所以王须良经
常需要外出看诊。王须良说，
那会他每天出诊要走 10公里左
右。

村民们对王须良的为人也
十分钦佩，有村民说，就算是
除夕夜或者大年初一，只要有
人找王须良看病，他都会立即
放下手中的事情，为他人治
病。“王医生上门给我们治病，
除了药钱和治疗费，他什么都
不肯收。”一位姓薛的村民告诉
记者，有一次他的孩子生病，
王须良上门治疗好几次，每次
都是匆匆离开，就连一口水也
来不及喝，“后来孩子的病好
了，我们想要感谢王医生，拿
了一筐鸡蛋去，但他说什么也
不肯收下，说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职责，不能掺杂任何杂念。”

联兴村卫生室的服务范围
是蒯庄村、后湖村、岗头村和
方便村四个村，因为医术好，
医德高尚，渐渐的附近村子很
多村民都习惯来王须良这里看
病，大家相互推荐，名声越传
越远，再后来，相距甚远的外
市患者也都慕名而来。

14 日下午四点，联兴村卫
生室里，王须良正在给司徒镇
居民薛林风治疗。薛林风一年
前因腰间盘突出，导致坐骨神
经被挤压，去年年底，病情变
得愈发严重，连走路都很吃
力，经常疼得无法睡觉，后在
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王须

良。“我已经是第四次来了，现
在晚上睡觉不疼了，也可以走
路了。”薛林风说。

记者看到，卫生室的墙壁
上挂满了患者及家属送来的锦
旗，其中一面锦旗是徐州的一
位名叫王光明的患者送来的。
王须良说，这位患者患颈椎病
多年，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推荐
下，找到他看诊，经过一段时
间的治疗，症状明显得到缓
解，“锦旗是今年 2月 19日送来
的，记得当天王光明驱车400多
公里，带着全家将这面锦旗送
到了我手中，这让我非常感
动。”

采访时，蒯庄村一位村民
王小龙 （化名） 告诉记者，去
年他到卫生室治病，王须良一
分钱也没有收，后来听另一名
医生说起，他才知道是王须良
帮他垫付了医药费。关于这件
事，王须良告诉记者：“他家的
情况我知道，上有老下有小，
家庭比较困难，所以我就帮他
交了医药费，乡里乡亲，平时
大家都相互帮衬，这点小事算
不了什么。”

村民王云耇则告诉记者：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在他这里看
病，村里有人生病了，大家第
一时间都会想到王须良，实在
需要手术或者住院了，我们才
会去大医院治疗。和大医院相
比，我们随时能找到王医生帮
我们看病，很方便，他就像是
我们身边的‘120’。”

上图为王须良在
给患者看病。

左图为过去王须
良外出看诊时随身携
带的药箱。

记者 李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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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热线：86983119

丹阳市人民医院2019年专家门诊表

四楼
专家
门诊

各自
科室
专家
门诊

二楼
专家
门诊

星 期 一

科别

消化内科

肝胆外科

泌尿外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

心内科

神经外科

心胸外科

耳鼻喉科

眼科（白内障）

感染科

妇科疑难杂症

小儿血液

康复医学科

肛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科（关节）

胃肠外科

脊柱外科

专家

魏云龙

丁明金

虞小明

郦文琴

臧志忠

朱红涛

徐锁青

戎国祥

任红珍

黄金土

任金华

周云保

徐强

朱虹、孙永

周海东

张荣良

朱东波

张志宇

孔丹辉

星 期 二

科别

肿瘤科

呼吸科

内分泌科

消化内科

胸外科

肝胆外科

乳房、甲状腺

泌尿外科

心内科

皮肤科（痤疮）

眼科（青光眼）

感染科

生殖、遗传咨询
门诊

小儿哮喘

妇科（肿瘤）

颈肩腰腿痛

肛肠外科

泌尿外科

脊柱外科、骨质
疏松症

介入科

疼痛科

专家

倪国华

姚学军

黄勇

胡江鸿

颜云鹏

赵国栋

马润俊

卜强

刘学庆

眭洪峰

夏旭辉

张东军

颜云华

束祥花

陈红

王正斌

朱小艳

张荣良

王树金

毛家仁

周国林
（下午）

星 期 三

科别

呼吸科

内分泌科

肾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烧伤整形外科

肝胆外科

泌尿外科

耳鼻喉科肿瘤

眼科（眼视光）

感染科

颈肩腰腿痛

新生儿

妇科（不孕症）

产科高危（妇科
内分泌）

中医妇科、乳腺

泌尿外科

骨科（关节）

神经外科

脊柱外科

专家

张腊娣

殷洪二

潘金林

王春蓉

潘生英

王延明

眭昕

吴云

许杰

林夕梅

李宏良

马庆林

严晓慧

肖鸣

张玉仙

徐春华

张荣良

夏炎
樊永忠
（上午）
徐锁青
（下午）
周立建

星 期 四

科别

肿瘤科（放疗）

肾内科

消化内科

神经内科

胃肠外科

乳房、甲状腺

泌尿外科

内分泌科

呼吸内科

皮肤美容

眼科（眼视光）

口腔正畸

颌面外科

小儿哮喘

妇科（肿瘤）

产科（高危妊娠）

小针刀、穴位注射

肛肠外科

泌尿外科

骨科（关节）

脊柱外科、骨质疏
松症

肝胆外科

心内科

疼痛科

专家

吴书庆

蔡世红

薛祥龙

谭晶

毛须平

潘红英

吴爱斌

郦文琴

潘永良

眭洪峰

林夕梅

吴伟忠

霍安

孙龙军

何国照

郦培昕

徐荣海

朱小艳

吴云

成欣

王遥伟

顾兴伟

唐剑锋

周国林
（下午）

星 期 五

科别

肿瘤科

内分泌科

普外科（疝气、血
管外科）

心内科

消化内科

乳房、甲状腺

泌尿外科

神经内科

感染科

妇科（盆底疾病）

妇科（内镜）

产科（高危妊娠）

小儿消化

康复医学科

肛肠外科

泌尿外科

脊柱外科、骨质
疏松症

骨科（关节）

专家

吴伟霞

黄勇

张俊华

邱林林

薛祥龙

马润俊

卜强

徐树平

任金华

陈红

冯莉

李宁

张叶华

朱虹、
孙永

周海东

蒋华

吴树华

李云龙

星 期 六

科别

内分泌科

心内科

乳房、甲状腺

泌尿外科

感染科

妇科（宫颈疾病）

新生儿

泌尿外科

神经外科

专家

殷洪二（上午）

郜黎伟（上午）

潘红英（上午）

吴爱斌（上午）

张东军

蒋学英（上午）

李业瑜（上午）

虞小明（上午）

徐锁青（上午）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
（镇）医广【2018】第08-17-22号

12月外院专家
门诊时间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医疗服务信息 广告

12 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邀
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诊
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
线 ：87120120，网 站 预 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12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胸心外科）（请前往住
院部9楼胸外科就诊）。

12月 21日：鼓楼医院（呼吸
科、产科）。

12 月 27 日下午：鼓楼医院
（血管外科）。

12月 28日：省人医（神经内
科、心脏超声），中大医院（乳腺钼
靶）、省肿瘤医院（乳房外科）。

每周六上午：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来院坐
诊、预约手术。脊柱微创中心的专
家来院坐诊，并开展颈椎、腰椎、胸
椎各种疾病的微创治疗。

每周六上午：南京军区总院病
理科专家来院会诊。

每月双周的周二下午：省人医
（CT、磁共振、乳腺钼靶）专家来院
会诊。

地址：丹阳市新民西路2号
工作时间：上午7：30~11：30
下午：14：00~17：30（夏季）
13：30~17：00（其他季节）
24小时急诊
联系电话：8712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