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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最近几天，
“梅姑娘”的情绪十分不稳定，说
哭就哭。不过她这一哭，可把小
伙伴们忙坏了。忙啥？忙收衣
服忙躲雨呗。这样的天气还得
持续几天，市气象台预计，6-7
日我市还会有场明显的降水过
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8
日开始雨势将有所减弱。

之前说到台风“派比安”对
我国天气的影响，一是抢走水
汽，让浙江上海的梅雨变成雷阵
雨并提前结束，二是开启今年第
二个台风活跃期。目前，它的第

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中国气象
爱好者”分析，在“派比安”的不
断打击下，本来应该在长江沿线
的瘦长梅雨锋已经崩溃，转为

“散装”雷阵雨模式。
不过，在 7月 4日“派比安”

消散之前，西边雨多、东边雨少
的形势还将持续下去；到 7 月 4
日以后，雨带才能回到我国东
部，然而此时副热带高压重新西
伸，雨带已不能南下到江南，而
是维持在淮河流域了。

昨天上午市区出现明显降
水，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

水，下午间歇性地飘点雨滴。雷
阵雨总是让大伙儿措手不及，走
在路上或者正骑着车，雨就下下
来了。这种天气里，最好备好雨
具，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雨
伞，挡雨遮阳两相宜。另外，别
以为没有太阳就不需要防晒了
哦。

近三天具体天气情况：昨天
夜里到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
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
3 到 4 级 ，最 低 气 温 25℃ 到
26℃，最高气温 31℃到 32℃；4
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

气 温 25℃ 到 26℃ ，最 高 气 温
31℃到 32℃；5日阴有阵雨或雷
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低气
温 26℃到 27℃，最高气温 28℃
到29℃。

（王小月）

“梅姑娘”说来就来
备上雨具出门总没错 保障各类

社会群体文化权益
我市启动
微心愿点亮活动

京江晚报讯 日前，“书香镇
江，烛照人生”微心愿点亮活动
正式启动，进一步推进我市分众
化阅读和阅读关爱活动的深入
开展，营造镇江“让阅读无处不
在”的社会氛围。

本活动以“圆梦微心愿，传
递大温暖”为主题，由文心书吧
具体承办，历时一个半月。活动
依托我市“书香八进”工作网络，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
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
女、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以及各
类生活困难群众为服务对象，以
读书“微心愿”的征集、认领和达
成为主要形式和环节，以图书、
报刊、购书卡和文具等为“微心
愿”载体。

据了解，目前各地的“微心
愿”征集工作已经开始，对征集
到的“微心愿”将通过书香镇江

“两微一端”、市内媒体和镇江市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员对外宣
传，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认领“微
心愿”，同时鼓励热心公益事业、
关注全民阅读的单位、组织和个
人认领“微心愿”，争取早日将

“微心愿”物品送达许愿人手
中。

（马彦如）

淡水小龙虾
监督抽检全合格
小龙虾汤汁快检
亦全部合格

京江晚报讯 时下正是吃小
龙虾的季节。连日来，市食药监
局对 30 份淡水小龙虾进行了监
督抽检，并对 20批次烧制小龙虾
的调味料进行了快检，结果全部
显示合格。

依据农业部 235 号公告，市
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对进入流通环
节销售的鲜活小龙虾开展了有关
监督抽检，包括对动物性食品中
禁用药物氯霉素、孔雀石绿和按
规定可以使用、但需要制定最高
残留限量的药物恩诺沙星等项目
进行了检测。同时，他们对生长
在淡水中的小龙虾体内食品污染
物铅、镉等重金属的残留量也进
行了测定。工作人员先后对 30
批次小龙虾进行了监督抽检，结
果显示“合格”。

在餐饮服务环节，工作人员
抽取了 20 批次小龙虾汤汁进行
了快速检测，选择了连锁经营和
网络订餐中大众点评订单量较
高、排名位次靠前的龙虾店作为
采样单位，对麻辣、十三香、香辣
等不同口味的小龙虾，实施了罂
粟壳(粉)的快速筛查。快检结果
显示均为“阴性”，即全部合格。

（阮文俊 孙霞）

“你好，我现在人在苏
州，能不能麻烦帮我留张票
啊？”昨天下午，市民居先生
打来电话，希望工作人员帮
他留一张“京晚读者团”读
者见面会的入场券。

7月7日，《京江晚报》将
联合镇江中旅举行“京晚读
者团”首次读者见面会暨

“远方的家”第二站走进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
克达拉市招募会。这两天，
前来咨询和领取入场券的
市民络绎不绝。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150人领取了入场
券。

2013年5月，“京晚读者
团”拉开了第一季的序幕。
五年时间里，“京晚读者团”
有了众多的新老朋友，大家
一起“走南闯北”，建立了深
深的信任与友谊。此次读
者见面会也是“京晚读者
团”最新一季——“远方的
家”第二站走进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招募会。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
草 原 上 只 留 下 我 的 琴 声
……”一首《草原之夜》，让
可克达拉成为无数人心中
向往的远方。2018 年是丝
绸之路旅游年。而镇江和
四师可克达拉更是有着深
厚的渊源：自 2010 年 9月以
来，一批批镇江援疆干部肩
负着江苏省委省政府和镇
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满载
着镇江人民的深情厚谊，来
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
师可克达拉市，在那里用汗
水改写着“可克达拉的模
样”。

这样的一份“渊源”自
然让四师可克达拉成为镇
江人的牵挂。据了解，见面
会尚未举办，“远方的家”第
二站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之行
已经有了众多报名者，目前
专列软卧位置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也提醒想要和我
们共赴四师可克达拉的读
者在见面会上抓紧时间报
名。此次见面会我们为所
有到场嘉宾一人准备了一
份来自可克达拉的伴手礼，
其中包含可克达拉最知名
的薰衣草香囊、薰衣草香
皂。另设提问解答奖 3 名，

奖品为来自四师可克达拉
市伊帕尔汗观光园薰衣草
护肤礼盒。

此外还为下单读者准
备了足够让人心动的大奖，
一等奖是一台 43 英寸液晶
彩电，二等奖是居家不粘锅
三件套，三等奖是竹炭毛巾
套装礼盒。见面会凭入场
券入场并领取伴手礼，想要
参加的市民可以提前到指
定地点领取入场券。

（朱秋霞）

活动时间：
7月7日上午8:30-11:

30
活动地点：镇江日报社
招募人数：200人
入场券领取地点一：
京江晚报 8 楼 810 室

“远方的家——新疆活动咨
询处”

电话：85019557
手 机 ：13305286415

陈主任
领取地点二：
镇江中国旅行社正东

路旗舰店
电话：84435315
手 机 ：13912801808

张经理

7月4日
停电时间 07:00-11:00
停电线路 10kV 林场线 18571 开关
以下
停电范围 丹徒区宝堰镇新颖农业
生态园、后亭、宝堰东后亭桥南、宝
堰团结村排涝抗旱站
停电时间 0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丁卯Ⅱ线 11242 开
关以下
停电范围 江苏中森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江苏大港置业有限公司、丁卯
村
停电时间 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冷库线 11904 开关
以下，至 112119 开关；10kV 丁卯Ⅰ
线11111开关以下，至111118开关
停电范围 119线：无

111 线：镇江市水利投资公司
古运河中段景观及配套工程建设管
理处

昨天，宝塔路街道李家山社区
联合江大志愿者，通过模拟红绿灯
场景演示、交通安全儿歌、交通标
识等，指导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残
疾儿童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孩
子们快乐文明度暑假。

（石玉成 张杜）

东方“6+1”（第18076期）
中奖号码：3 8 8 3 2 0+牛
福彩“3D游戏”（第18176期）
中奖号码：2 3 5
福彩“15选5”（第18176期）
中奖号码：3 10 13 14 15

福彩中奖号码

体彩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76期）
中奖号码：7 18 28 29 32+6 8
体彩“排列3”（第18176期）
中奖号码：2 0 7
体彩“排列5”（第18176期）
中奖号码：2 0 7 8 4

停电检修信息

“京晚读者团”首次读者见面会报名火爆

旅游读者团旅游读者团

近日，市人社局以专题党课的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会上，局党委书
记、局长孙沛然以“思想大解放引领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人社局全体党员上了
一堂专题党课。 李茂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