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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香 通讯
员 于志丽）拾金不昧既是美德，
也是守法行为。近日，一男子在
高铁站捡到手机未归还失主，因
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
拘留5天的处罚。

8 月 2 日上午，旅客潘先生
在高铁售票厅门口的自动取票
机上取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
机不见了，随即向丹阳站派出所
报警。接警后，民警根据潘先生
提供的信息，调取了监控视频，
发现潘先生不慎将手机遗落在

地面，之后有一名男子经过捡走
了手机。

随后，民警前往站区寻找该
男子。20多分钟后，民警在丹阳
城际站站前广场发现了该男子，
并将其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尹某在我
市打工，当天准备乘坐高铁返回
老家，因发车时间还早，于是买
完票后便在周边闲逛起来。当
经过自动取票处时，尹某看见一
部手机掉在地上，前面买票的人
也没有回头，便起了贼心，拿起

手机就走了。到广场之后，他则
迅速将手机关机。

目前，犯罪嫌疑人尹某因涉
嫌盗窃，被南京铁路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5日。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交
警部门明确规定，香草路两侧的
机动车泊位不允许停放大货车，
可不少货车司机对警示牌视而不
见，经常将大货车停放在泊位
上。”昨日下午，家住香草苑小区
的陈先生向本报记者反映了这一
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整
治。

7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
香草路，看到道路南侧的泊位上
停放着多辆大货车，其中一辆大
货车更是停在了两个泊位之间。
而旁边的路灯杆上则挂着醒目的
警示牌，上面写着“小型车停放
处 禁止货车停放”。

“一天晚上，我将汽车停在一
辆厢式货车的前面，第二天上午
发现车尾部竟出现一处新刮痕，
很可能是厢式货车离开时造成
的。但因没有证据，我只好自认
倒霉。”陈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泊
位旁的非机动车道并不宽敞，大
货车驶出泊位时，容易剐蹭到其
他小轿车。

采访时，附近居民眭师傅也
表示，由于小区内车位比较紧张，
所以香草路附近一些小区的车主
如果回家迟了，在小区内找不到
停车位，就会将车停放在香草路
两侧的泊位上。“南侧的泊位上几
乎每天都停放了许多辆大货车。”
采访时，眭师傅告诉记者，香草路
北侧则很少见大货车停放。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大
货车停放有严格规定，只能停放
在长 15.6米、宽 3.25米的停车泊
位上，不能停放在小型车辆的泊
位上。交警部门希望大货车司机
能够遵守法律规定，不要随意停
车。而类似这种乱停放的行为，
也将会受到处罚。

本报讯（记者 姜康）自进入
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后，作为消暑
利器的绿豆就迎来了销售旺季。
昨天上午，记者走访我市部分超
市，发现绿豆被商家摆在了最醒
目的位置，近期销量也大增。

“最近天气热，来买绿豆的人
多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出200多斤绿豆。”一家超市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绿豆有很强的
季节性，天气越热就卖得越好，

“除了零售，还有很多饭店、冷饮
店来采购，有时一次就买几十
斤。”该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绿豆
价格按品质不同，最低售价为
4.59 元/斤，最高售价为 9.9 元/
斤。目前在售的绿豆品种有澳洲
豆和东北豆。其中，澳洲豆耐煮，
东北豆皮薄易熟，口感和价格方
面则相差不大。“这些消暑食品的
日销量比上月底要增加了一倍

多。”该工作人员说，绿豆的热销
还带动了莲子、冰糖、薏仁等产品
的销量，平时最多一个月卖十几
公斤的冰糖，现在一个月能卖五
十公斤以上。

随后，记者来到该超市的杂
粮区，短短 10 分钟，就有五六位
顾客前来购买散装杂粮。不少市
民表示，三伏天里吃点杂粮，能清
热防暑，健脾补气。“今天买了银
耳、红豆、绿豆，回家煮成粥，然后
放冰箱里冰镇一会儿，再拿出来
喝，很是清热解渴，家里的老人、
小孩都喜欢喝，自己做也比较放
心。”市民尼女士说。

每到夏天，绿豆都会迎来一次
涨价过程，今年却变化不大。超市
工作人员表示，往年绿豆的价格变
化确实比较大，“去年最贵时可卖
至每斤10元多，今年绿豆因供应
比较充足，所以价格较为稳定。”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4日
深夜，九曲河后巷段发生一起悲
剧：几名男孩结伴到九曲河游
泳，其中一人不幸在深水区溺
亡。

昨日下午 1时 30分许，丹阳
乐活无人机救援队和镇江曙光
救援队（筹备队）接到后巷派出
所电话，称4日深夜，有人在九曲
河闸口附近游泳，不幸溺水，请
搜救。随后，两支救援队以及当

地派出所民警相继赶赴现场进
行打捞救援。

据救援队员介绍，4日深夜，
有几名男孩结伴到九曲河中游
泳。游了一会儿，其他男孩已安
全上岸，只有一名男孩不见了踪
影。经过约半小时的打捞，这名
男孩终于被打捞上来，但不幸的
是，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据了解，这名溺水身亡的男
孩是外地人，大约17岁。

大货车无视禁停牌霸占小车泊位
小车车主停车不便盼整治

图为停放在香草路泊位上的货车。记者 王国禹 摄

男子捡走“无主”手机
民警给他“上了一课”

几名男孩结伴游泳
一人不慎溺水身亡

炎炎夏日，消暑食材走俏

图为一些市民正在超市内选购绿豆等消暑食材。 记者 姜康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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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誉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云阳街道关工委、云阳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前往云阳消防救援站进行参
观学习，接受消防安全教育。（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朱金燕 摄）

丹阳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成交公示

经市政府批准，我局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述地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成交情况公
示如下：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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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JTG2022047

工JTG2022048

工JTG2022049

工JTG2022050

JTG2022051

竞得人

丹阳市舒雅鞋材有限公司

江苏圣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昊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裕秀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超力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交价（万元）

97.90

908.52

52.54

581.63

1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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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农历七月初
七（今年的8月4日）是中国传
统节日中最浪漫的日子。相
传这一天牛郎织女要在鹊桥
上相会，喜鹊们早早就飞向天
河，为这对相爱的人搭建鹊
桥。尽管各地七夕活动形式
各异，但是以祈福、乞巧、爱情
为主题，以女性为主体的传统
习俗世代未变，所以人们又把
七月初七称为女儿节、姑娘
节、乞巧节，当代更被誉为中
国的情人节。老北京不仅保
留有乞求巧艺、坐看牵牛织女
星、窃听葡萄架、演应节戏《天
仙配》等传统习俗，在天安门
的金水河畔和颐和园还留有
牛郎织女的印迹。

牛郎织女两桥相望

古都北京，是在“象天法
地，天地感通”的设计理念指
导下修筑起来的。我国古人
在观测天象时，把我们头顶及
环绕北极的星空划分成三垣
二十八宿。紫微垣是三垣的
中垣，位于北天中央位置，所
以又称中宫，或紫微宫。紫微
宫即皇宫的意思，北京的皇宫
效法上天，筑于宫城中心，也
称“紫微宫”“紫禁城”，充分体
现出封建帝王“奉天承运”“授
命于天”的思想。太微即政府
的意思，主管法律、武备一类
事，太微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
的东北方，星名多用官名命
名。《史记·天官书》：“其东垣
北左执法，上相两星间名曰左
掖门，上相两星间名曰东华门
……其西垣右执法，上将间名
曰右掖门，上将间名曰西华
门。”明代北京宫城东西二门
分称东华门、西华门，午门的
东西二门称左掖门、右掖门；
北京内城的南门，东为崇文、

西为宣武，这些名称和位置与
《史记·天官书》所说均相合。
在二十八宿中，昴宿与毕宿间
称为天街，所以明清时期，天
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街；天
上有银河，皇宫有金水河；天
上的银河东有牛郎星、西有织
女星，地上的金水河东有牛郎
桥、西有织女桥。

北京的金水河有内外两
条，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角
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引进紫
禁城内，弯曲南流，最后流入
紫禁城东南护城河。外金水
河的上段从南海东北的日知
阁流出后，向东经织女桥流入
中山公园西墙，此段河流称之
为织女河。织女河的水面低
于路面两三米，下面是石砌的
河床底，河床到路面是缓缓的
土坡。有几株杨柳和国槐古
树，夏天可遮下大片的阴凉，
河坡上长满绿茸茸的青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织女河改
成盖板暗河，河床填平后修筑
了围墙。在狭长的河床上，建
起街道办的铁制品综合厂和
仓库。七十年代，改建成六层
大楼和礼堂。

织女桥在明代又称鹊桥，
地处南长街中段，约在东河沿
胡同西北端口外，过去小河上
一东一西有两座桥：东面即是
织女桥，南北走向，为汉白玉
砌成的单孔圆拱桥，俗称罗锅
桥。桥上有栏杆，桥体秀美精
致。织女桥桥体坚固，桥上可
通行汽车；西面的是小木桥，
不胜承重。后来因交通问题
修路，织女桥被拆，桥基已埋
于地下。

伴随织女河有两条胡同：
南长街到中南海西墙之间是

“小桥北河沿”，即织女桥以北
东西方向的一段河沿。织女
桥东，沿着中山公园墙向东、

向南，再向西接南长街南口的
一条弓形的胡同，全称叫

“织女桥东河沿”。该地原有
明代南花园，是皇家种植瓜
蔬之园地。园内有暖洞子，
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著新之
用。清代南花园曾经广植花
木，如今在织女桥东河沿北
口，尚有两株枝繁叶茂的老
槐树，树干直径一米多，树
周围有铁栅栏保护，其树龄
约有五百年。

织女河从今中山公园西
门南侧流入公园后，与西筒子
河注入的河水相汇向南流动，
在红墙西南处转向东流，经天
安门前金水桥东流，与从太庙
（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流出的
东筒子河水相汇，东流到南池
子大街之间的这段河名西银
丝沟，再从南池子至玉河的这
段河流叫菖蒲河。牛郎桥就
跨越在银丝沟与菖蒲河相交
的南池子大街的最南头，它的
形状、走向与南长街上的织女
桥几乎一样。1913年开通南
池子大街，把石台木板的牛郎
桥改造为石拱桥。上世纪六
十年代，为使交通畅通无阻，
填平河沟时被拆除。

2002 年，市政府斥资搬
迁河道两侧居民，恢复菖蒲
河景观，亮出南皇城、太
庙、皇史宬红墙等古建筑。
在明代崇质宫旧址上建立雕
梁画栋的东苑小筑，在河上
重修了牛郎桥，修筑天妃闸
影等，将这里建设成一处依
托历史遗址，富有古典风格
的城市园林。

织染局变身织女星

织染局系明代皇城内为
皇室服务的内官署之一，职掌

“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

帛之类”，其下属单位包括朝
阳门外的生产场所“外厂”，以
及建在城西北的颜料基地“蓝
靛厂”。朝阳门外的“外厂”今
已无处可寻，“蓝靛厂”位于今
海淀区曙光街道远大路北。

明织染局在地安门内，今
名织染局胡同，东西走向。织
染局内旧有佛道堂，清初重
修，改称华严寺。《顺天府志》：

“织染局胡同有华严寺，内织
染局太监立，有弘治、嘉靖二
次《重修织染局佛道碑记》。
华严寺旧址今为织染局小
学。织染局胡同西口路北 29
号，老门牌 10号，系国学大师
王国维故居。”

本来织染局与牛郎织女
的神话传说毫无关系，但在清
乾隆十五年（1750）发生的一
件大事，让织染局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当时，乾隆帝以准备
为母筹备六十大寿为名，“谕
瓮山著称万寿山，金海（西湖）
著称昆明湖，应通行晓谕中
外。”下令拓挖西湖，拦截西
山、玉泉山、寿安山来水，将原
来的堤防移至今知春亭以东，
将原堤东的稻田、黑龙潭及零
星水面与西湖连成一片，留下
龙王庙孤岛，建十七孔桥相
连，总称为“清漪园”。昆明湖
的得名，源自汉长安城开凿的
昆明池。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汉武帝刘彻为打开
西南通道，模拟昆明部族人居
住的“南泽”地形，在上林苑开
凿四十里水域昆明池，训练汉
帝国的“楼船水师”。并在昆
明池东西两岸雕刻牵牛、织女
石像，当地尊称“石爷”“石
婆”。每年农历七月七日庙会
上，青年男女来此乞求美满婚
姻，庆贺“石爷”“石婆”鹊桥相
会。

扩建后的昆明湖，水面约

220 公顷，新湖岸周达 30 余
里。既然乾隆皇帝借西汉典
故命名昆明湖，湖上必不可少

“楼船水师”和“牛郎织女”。
于是在昆明湖内“设战船，仿
福建广东巡洋之制，命闽省千
把教演。自后每逢伏日，香山
健锐营弁兵于湖内按期水
操。”乾隆十六年（1751），“（织
染局）奉旨移于万寿山之西，
与稻田毗近。立石曰耕织
图。”建起延赏斋、织染局、蚕
神庙、耕织图石碑、水村居等
水乡田园式环境。《日下旧闻
考》：“原机上织染局三子，今
改为《耕织图》。”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
铸造镀金铜牛放置在昆明湖
东堤岸边的十七孔桥桥头不
远处，将“男耕”与“女织”融为
一体。铜牛的身子朝东，头扭
向西北，牛背上刻有乾隆手书
《金牛铭》：“金写神牛，用镇悠
永 …… 敬 兹 降 祥 ，乾 隆 乙
亥”。据清翰林院编修吴振棫

所著史料笔记《养吉斋丛录》
记载：“玉河北立石，镌耕织图
三字。又……湖东铜牛一，乾
隆乙亥铸，寓汉书石刻牵牛织
女之意。”这样，以昆明湖为银
河，十七孔桥为鹊桥，以铜牛
和耕织图代表天上牛郎织女
星宿的美丽画卷，便展现在这
座皇家园林内。事后，乾隆皇
帝在一首“耕织图诗”中高兴
地写道：“汉家歌笑昆明上，牛
女徒成点景为。”

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
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
年（1888）重建，改称颐和园。
以后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
的破坏，耕织图区几成废墟。
直至 2002 年底，颐和园复建
耕织图景区，才让牛郎织女重
新在颐和园相会。

（王越）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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