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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20075期：9 8 1 3 2 7 1

体彩大乐透
第20056期：03 11 25 29 34 +03 06

体彩排列5
第20131期：3 5 8 4 4

福彩双色球
第20056期：2 5 8 12 26 31 +14

福彩15选5
第20132期：1 4 9 10 12

福彩3D
第20132期：6 4 9

7 月 1 日 10kV 木龙 172
线（全线：华昌桥、平楼下、张
家新村、东方嘉园、开发区管
委会、普善人家部分、御珑湾、
恒大名都、丹阳市开发区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带）
05:00-11:00；

10kV 东 方 278 线 ，至
27801开关（无用户）05:00-11:
00；

10kV普善 275线，至恒大
名都 1#环网柜 275开关（普善
人家部分、御河西岸公建变一
带）05:00-11:00；

10kV 窦新 22511 开关以
下（22511：杨城刘家村、迎宾
路灯变、丹阳市仙桥涂料有限
公司一带）06:00-09:00；

10kV 祁钦 12518 开关以
下（12518：祈钦村、祈钦四队、
谢家村、开发区红旗大队、六
都村、开发区石人岗、潘家村
一带）06:00-13:00

10kV 南街 227 线华阳路
1#环网柜南街 227A32开关以
下（227A32：千家乐一带）08:
00-12:00。

7月将到，暑假即将来临，让
家长担心的，除了孩子的作业，还
有假期的安全问题。少了束缚的
孩子们，一个个放飞自我，不知不
觉陷入危险境地。以下几种可能，
大家都要重视，宝宝们的安全，需
要教育部门、家庭等社会各个方面
的共同教育和监护防控。

1.江河池塘
6 月 22 日，教育部官网发布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第3号预警》：落细落实落
地，严防溺水事故发生。除了不私
自下水玩耍外，中国消防还发布儿
童溺水正确救援方法，请你记牢，
并教给孩子们。

错误救援>>>
手拉手救人 这种救援方式

非常危险，因为一旦有人脚下打
滑、突然松手或失去平衡，就会导
致数人一起落水，造成群死群伤。
同时，落水者力大，施救人员稍有
不留神就会被拉下水，造成连环溺
水的悲剧。

直接下水施救 未成年人没有
足够的能力下水施救。况且水库、
河流等野外水域复杂，直接下水施
救难度系数大，极易发生危险而导

致一起溺水。
倒背控水 控水法难以排出肺

内的水，盲目控水反而会导致胃内
容物排出，增加误吸入肺部的风
险，有害而无益。

正确方法>>>
大声呼救 碰到有人溺水，不

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
大人帮忙，同时拨打 110、119 和
12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
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

寻找漂浮物或竹竿 寻找身
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
圈、木板等；也可寻找竹竿、树枝等
递给落水者。如果没有漂浮物，可
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空瓶抛给
溺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
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
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

心肺复苏胸外按压 一旦溺水
者被救上来，第一件事是打开气
道，清理口腔异物，然后进行人工
呼吸。做标准的心肺复苏胸外按
压，按照30比2的方式，一般按压
30次吹两口气，然后继续按压。一
旦发现溺水者心脏恢复跳动，可以
自主呼吸，就可以停止。

2.景观喷泉

流光溢彩、清凉解暑，城市步
行街随处可见的景观喷泉，颇招孩
子喜爱。三五成群、玩水嬉戏的另
一面，却有漏电的安全隐患。

安全警示>>>
1.裸露在外的电线一旦磨损

老化，极易漏电；
2.突然开启的喷泉力度很大，

水柱极易造成冲击伤害；
3.喷泉或水池的积水易滋生

蚊虫；
4.光滑的大理石、玻璃砖可能

导致孩子滑倒摔伤。

3.自动旋转门
孩子天生喜欢活动的玩具，旋

转木马、旋转飞机玩不够，进了商
场发现自动旋转门，犹如发现了

“新大陆”。
安全警示>>>
1.如果孩子太小，过商场旋转

门时，建议家长抱着通行；
2.家长要时刻叮嘱孩子，不要

在旋转门里逗留玩耍；
3.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话

放在旋转门也合适；
4.固定门体上有红色按钮，出

现意外情况请第一时间求救报警。

4.手扶电梯

小孩子脑洞大开，胆子更大，
商场里的手扶电梯，在他们眼里，
就是低配版的过山车。尤其是扶
手，爬上去，梭下来，重心不稳，就
会摔下来。

安全警示>>>
1.乘坐自动手扶扶梯时，家长

要把孩子护在自己前面，站在黄色
安全警示线内；

2.电梯扶手槽、前沿板与踏板
的缝隙处、梯阶与围裙板的缝隙、
扶梯与建筑物的夹角都是危险区
域，请让孩子远离；

3.让孩子安静坐电梯，禁止追
逐、嬉戏、打闹、攀爬；

4.确保孩子的衣物不会被卷
入扶梯，尤其鞋带是否系好。

5.升降电梯
孩子们玩闹起来，很难分清场

合。电梯门自动开关、电梯内升降
带来的体验，容易给孩子一种错误
的印象：此处好玩。

安全警示>>>
1.等候电梯时千万不要扒门，

也不要靠在门上，防止跌进电梯；
2.电梯不是蹦床，打打闹闹、

又蹦又跳容易导致电梯“死机”；
3.电梯开门时不要依靠门边，

更不要伸手去“冒险”。

6.停车场
停车场看起来地方很大，但车

辆来往频繁，存在视线盲区，并不
适合让孩子“满场跑”。

安全警示>>>
1.家长带着孩子去停车场时，

请或抱或牵，别让孩子脱离自己视
线；

2.不要让孩子蹲在地上玩耍，
驾驶员视线盲区大；

3.提醒孩子不要在车道周围
奔跑、打闹。

7.密闭车内
一些家长驾车带着孩子出去

办事，习惯把孩子留在车内，甚至
反锁好车门以防走失，这是万万不
可取的！夏天气温高，留在车内的
孩子极易发生脱水、中暑、休克。

安全警示>>>
1.家长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

留在密闭的车内，不论开没开空
调；

2.外出一定要让孩子携带电
话手表或手机，讲清楚应急电话，
方便紧急呼救。

暑假快到了

这些知识给孩子 关键时刻能救命

夏日炎炎 这些关于水果的小知识，你知道吗？
炎炎夏季，高温来袭，水果

成为许多人消暑解渴的首选。
夏季水果如何保鲜？冰镇水果
食用时又要注意啥？这些关于
水果的小知识，你知道吗？

夏季时令水果
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是一种
美味的岭南夏季水果，味甜如
蜜。荔枝性温，有补脾益肝、生
津止渴、解毒止泻等功效。常
吃荔枝可令人心情舒爽，但是
食用过量可能会引起上火。

西瓜：西瓜是一种十分常
见的夏季水果，解暑生津。吃
西瓜需讲究时令，不仅能补足
水分，更能增加营养。但也不
宜一次吃太多，否则容易伤脾
胃。

杨梅：杨梅盛产于我国南
方，果实色泽鲜艳，汁液多，酸
甜可口，消食开胃。其含有的
多种营养元素还能起到消炎抑
菌等功效。

桑葚：初夏，那一颗颗三五
成聚的紫红色桑葚，很是诱
人。现代研究表明，桑葚含有
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
矿物质等，具有调节免疫、抗衰
老、降血糖、血脂等保健作用。

水果保鲜小妙招
分开保存：许多水果在成

熟的过程中会释放大量乙烯，
比如苹果、香蕉、木瓜等，如果
和其他水果集中放置就会促使
其他水果加快成熟，进而容易
腐烂变坏。还有坏掉的水果，
它们也会释放大量乙烯，需要
马上从水果堆里拿出来，避免
与其他水果接触。

别洗掉果胶：水果的表面
有天然的果胶保护，能够预防
水分的流失以及微生物的侵
扰。若将水果放入冰箱保存，
不需要清洗之后再放冰箱，因
为在清洗过程中容易把果胶清

洗掉。把水果分类存放，将容
易受损伤的水果放到保鲜盒
里，以免在冰箱里受到挤压。

排出氧气：像山竹、葡萄以
及提子等水果，很容易氧化腐
烂。因此，在保存这类水果的
时候，不但需要低温冷藏，还要
尽量排出其中的氧气，以免水
果氧化坏掉。在把山竹、葡萄、
提子等水果放进保鲜袋之后，
注意先把里面的空气轻轻按压
排出，再放入冰箱冷藏。还需
要注意把坏掉的水果拣出来丢
掉，以防影响其他完好的水果。

冰镇水果食用三注意
注意一：食用时间有讲

究。尽量不要在刚吃饱或者空
腹时食用冰镇水果，可以在饭
后1~2小时后食用。

注意二：每次食用量不宜
过多，以不引起胃肠不适为
宜。如西瓜每次食用不要超过
500克，葡萄15颗左右，桃子不
要超过1个，草莓10~15颗。

注意三：如果西瓜没有一
次性吃完，冰镇后下次食用前
应把表层切掉再食用，其他储
存在冰箱的水果也要重新洗一
遍后再食用。

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摆
脱了“饥不择食”的时代，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开启了“饮食2.0”的精致
饮食时代，即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更
加健康的膳食搭配，其中“低脂饮
食”非常受人追捧。但低脂饮食者
常认为的不吃肉、不喝全脂牛奶其
实是一种误区，所谓低脂饮食是指
脂肪、胆固醇比例较少的饮食。

低脂饮食不建议吃的是肥肉、
动物内脏、禽畜肉皮、鱼子、虾子、
蟹黄等。事实上，鱼肉、瘦禽畜肉
等含的脂肪并不高，尤其是鱼肉，
不但含的脂肪不多，而且鱼肉所含
的脂肪是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和
维护视网膜提高视力等的不饱和
脂肪酸，因此，建议常吃鱼肉，尤其
某些深海鱼肉，如三文鱼、金枪鱼、
鲭鱼、鳗鱼、小黄花鱼、带鱼等。

全脂牛奶在一些人眼中似乎
也成了高脂肪食物的代表。一般
来说，脂肪含量超过20%的食物才
被认为是高脂肪食物，而全脂牛奶
中的脂肪含量通常为 3.0~3.5克/
100克，并非是高脂肪食物。对大
多数体重正常且血脂正常的成年
人来说，每天喝半斤到一斤全脂牛
奶是有益的；对超重、肥胖或明显
血脂紊乱者，则以喝脱脂牛奶为
宜；对需要控制热量以预防肥胖或
血脂异常，或消化能力较弱的高龄
人群，可以适量选择低脂牛奶。

从营养学角度讲，低脂实质包
括两层含义：一是限制脂肪的数
量，二是考虑脂肪的质量，即保证
饱和脂肪酸在合理范围、反式脂
肪酸不超标。怎样才能做到呢？
烹调油是提供脂肪的一个“大
户”，首先要合理选择有利于健康
的烹调方式，如蒸、煮、炖、焖、水
滑熘、拌、急火快炒等；用煎的方
法代替炸也可减少烹调油的摄
入。这是减少烹调油的首选方
法。其次要坚持家庭定量用油，
控制总量。可将全家每天应食用
的烹调油盛入一量具内，炒菜用油
均从该量具内取用，逐步养成控制
用油量的习惯。

不吃肉、少吃肉
就是低脂饮食？

7月天宇：“启明星”将最明亮，木星土星先后“冲日”
新华社电 7月天宇，太阳

系的几颗大行星成为“星空舞
台”的主角。天文专家介绍，
以“启明星”姿态现身的金星
迎来全年最明亮时间，木星和
土星先后上演“冲日”表演，神
秘的水星则迎来年内的第四
次“大距”。

7 月 10 日，以“启明星”姿
态现身的金星将达到全年最
明亮，亮度为-4.7 等，日出前
在东北方低空发出耀眼的光
芒，像灯塔一样预示着黎明的
到来。

“有兴趣的公众可在当日
凌晨 3 点至 4 点观赏，看看它
是如何开启黎明，迎接旭日初
升的。”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秘
书长许文说。

7 月 14 日，木星将上演“冲
日”表演。“‘冲日’是观测木星
的最佳时机，此时木星距离地
球最近也最明亮。届时如果
天气晴好，‘冲日’前后几天，
感兴趣的公众几乎整夜可观测
这个太阳系中的‘大个子’。”许
文说。

一周后的 7月 21日，有着

“指环王”美誉的土星也将上
演“冲日”表演。许文表示，在
此前后的日子里，日落后，面
向东南方观看，感兴趣的公众
一睹土星靓丽风采的同时，借
助小型望远镜还可欣赏到它
那明亮且宽大的光环。

7 月 22 日，神秘的水星将
迎来“西大距”。“这是水星年
内的第四次‘大距’，也是第二
次‘西大距’。如果大气透明
度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日出
前的 1 个小时左右，在东方低
空中找到它的身影。”许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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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6月
25日凌晨，市渔政大队凭借丰富
的办案经验，通过摸排调查、蹲
点守候，连续查处两起非法电力
捕鱼案件，抓获 5 名电鱼者，除
没收作案工具外，还依法对电鱼
者进行了处罚。

据市渔政大队执法人员介
绍，根据前期巡查情况，针对当
前容易发生偷捕鱼类的行为，同
时结合当日潮汐情况，渔政部门
组织执法人员在凌晨对非法捕
鱼行为展开突击查处。当天凌
晨 1 时许，为避免查处行动暴
露，渔政执法人员对执法车进行
了伪装，检查至九曲河闸附近
时，当场查处正在闸内电鱼的违
法人员3人及一艘塑料小船。

随后，当执法车继续巡查至
长江界牌祥龙码头时，因前期开
展过“三无”船只摸底排查行动，

执法人员对沿江船只情况十分
了解。可是，执法人员却发现停
靠在该处的“三无”船只少了一
艘，猜测其很可能外出电鱼，于
是决定蹲点守候。经过 3 个多
小时的耐心守候，当日凌晨 4时
许，执法人员终于查获这艘电鱼
快艇，抓获涉嫌电力捕鱼人员 2
人。

据这些电鱼者交代，他们之
所以选择凌晨到九曲河和江边
用电捕鱼，主要是出于“好玩”或
者“嘴馋”，根本没想到这种行为
是违法行为。

市渔政大队执法人员告诉
记者，使用电力捕鱼危害巨大，
这些用电捕上来的鱼虽然没有
死，但实际上放生后也无法存
活，没多久就会死亡。此外，电
击会破坏鱼类的生育繁殖能力，
就算放生后的鱼存活产卵了，这

些鱼卵也无法繁殖成小鱼。
目前，涉嫌电力捕鱼的相关

人员均已先期移送当地公安机
关处理。

据了解，每年这个时候都是
非法电力捕鱼案件的高发期。
为遏制非法电力捕鱼案件的高
发势头，市渔政大队开展了非法
电力捕鱼整治行动。行动期间，
市渔政大队将实行 24小时值班
制，加大巡查频率和查处力度。
凡使用电力捕鱼的，一经查获，
将依法从重从快予以处罚。

凌晨连续查处两起非法电力捕鱼案件，抓获5名电鱼者

使用电力捕鱼将被依法从重处罚

为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满足居民需求，近日，云阳桥社
区组织社区健身舞蹈队、退管工人、党员志愿者和部分居民开
展了舞蹈培训活动。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朱长华 摄）

为方便乡下菜农设摊卖菜，城管部门每天早晨在菜场周边
开辟临时摊位，同时环卫部门安排环卫工人对这些临时摊位及
周边卫生进行重点保洁，确保菜场周边环境整洁。图为环卫工
人在临时摊位旁清理蔬菜垃圾。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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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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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周磊 张家祥）6月 28日早
晨 7时许，城河路八佰伴附近路
段发生一起车祸。接到报警后，
辖区云阳消防救援站消防队员
冒着大雨火速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一辆苏 L 牌照的银白色轿车侧
翻在路边，女司机被困驾驶室
内。消防指战员立即询问女子
身体受伤情况，所幸并无大碍。
随即，救援队员发现轿车侧翻

后，副驾驶车门并未损坏可以打
开。于是，消防队员立即将拉梯
架设在汽车上，一名消防员爬上
侧翻的车身，打开副驾驶车门，
让被困女司机从副驾驶室攀爬
出来，再顺着拉梯下至路面。

据女司机描述，当时她驾驶
车辆正常行驶，旁边一辆白色车
突然变道，她只能迅速往右猛打
方向，谁知撞上路边路牙导致车
辆侧翻。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雨
天路面湿滑，在行车过程中应该
保持车距、缓慢行驶；当雨天行
车视野受阻时，应打开车辆近光
灯，以提示其他交通参与者；如
果视野受阻严重，还应及时打开
车辆雾灯。此外，当路面出现积
水时，应时刻注意路面情况，判
断清楚后再通过。

雨天猛打方向车辆侧翻
消防架梯救出被困司机

图为事故现场。

6 月 23 日下午，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和丹阳市人民法院在
丹阳法院联合召开镇江法院毒
品犯罪审判工作情况新闻发布
会。丹阳法院刑庭庭长戎莉俊
在会上介绍通报了丹阳法院近 5
年来开展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
基本情况。

一、案件审理
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

本院审结涉毒品案件 268 件 279
人，其中，审结运输、贩卖、非法
持有毒品罪 85 件 95 人，被判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26人，重刑
率达 27.37%；容留他人吸毒、欺

骗、引诱他人吸毒、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罪183件184人。

二、主要工作举措
一是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各

类毒品犯罪。面对严峻的毒品
犯罪形势，我院始终坚持依法从
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依
法严惩大宗贩卖毒品犯罪，严厉
打击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
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
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的坚
决依法判处。加大多次零包贩
卖毒品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
的惩处力度。近年来，我院审结
的毒品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案
件减少。单人零包贩卖的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宗及源
头毒品犯罪的发生。因此加大
对多次零包贩卖毒品的打击，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减少大宗
及源头毒品犯罪的发生。加强
审判管理，提高毒品犯罪案件的
审判效率。五年来，我院毒品犯
罪案件当庭宣判率达 90.29%，充
分发挥了审判的惩治和宣传效
果。

二是严格把好毒品案件质
量关。毒品犯罪具有一定的隐
秘性，毒品交易涉及的毒资、毒
品很难当场查获，给证据收集查
证带来很大困难。我院牢固树
立审判质量意识，认真审查毒品
犯罪案件事实和证据，严格把好
审判质量关。既考虑到毒品犯
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的
现实情况，也严格贯彻证据裁判
原则，引导取证、举证工作围绕
审判工作的要求展开，切实发挥
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案件
办理质量。如我院审理的马某、
刘某贩卖毒品一案，我院经审查
后认为，两人贩卖毒品的数量可
能远远大于指控的数量，要求进
一步侦查，后经侦查，检察机关
变更了起诉，两被告人均被判处
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效地防
止了一起重案轻判的发生。

三是加强学习，提高办案水
平。结合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实
际，我院经常组织大家学习、交
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并
解决审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适

用问题，不断提高毒品犯罪审判
队伍专业化水平和审判工作水
平。

四是加强与相关办案单位
的沟通协调。为加强毒品案件
办理，落实公安、检察、法院互相
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对于案件
审理中发现的有关新问题、新情
况，及时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
反馈，促进我市办理毒品犯罪案
件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五是延伸审判职能，扩大禁
毒效果。加强日常禁毒法制宣
传，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通
过庭审直播、公开宣判、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

例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介绍毒品
危害，介绍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审
判工作情况。

今后，丹阳市人民法院将继
续根据中央、省市委的指示精
神，按照上级法院部署要求，切
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禁
毒工作，为丹阳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 戎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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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各类毒品犯罪 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案件办理质量

丹阳法院强化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