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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营养丰富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古人把驴肉比做龙肉，以此赞美驴肉的
肉质鲜香细嫩。中国人食用驴肉的历
史可谓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在冀、鲁、豫
几省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名吃。中
国人吃驴肉的时间也很早，唐宋元明清
各代都有吃驴肉的记载，不过那时驴肉
还都是上层社会的专属。到了清代以
后，驴子越养越多，驴肉才渐渐成为平
民桌上的美味。

个头大、而且出肉率高，肉质优的
驴生在山东，中国数得着的驴肉名吃，
山东占了半壁江山。从营养角度来说，
食品科学的学者测定过，驴肉高蛋白、
低脂肪，高氨基酸，低胆固醇。所以，在
如今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的时代，驴肉
逐渐被食客热捧。

传统配方 优质工艺

“磨盘驴”五香驴肉原料选自农家
散养的健康驴，吃的是自然生长的牧
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天然地下水，不使
用激素类药品和饲料。驴肉的选择也
有讲究，老驴、少驴不选；过瘦，过肥的
不选；只选用三五岁、肥瘦适中的中年
驴。新鲜现杀生驴肉，驴肉色泽红润均
匀，经过数小时的洗净腌制，十九种秘
制植物香料，拒绝化工香精，加上数小
时的文火慢炖，才成就这口口鲜香。

本产品不腥不膻，五香味浓，爽口
不腻，回味悠长。口感鲜嫩软烂，入口
回味无穷，越吃越香，老少皆宜。精致
双层真空包装，开袋即食。无论是切
片冷吃做喝酒的小菜，还是配主食的
卤菜，或者朋友小聚，混炒搭配，都是
超级棒的硬菜。

花样吃法 回购率高

隔壁邻居的推荐，金先生也买了6
袋，说驴肉卤得很香，也不咸。货真价
实整一大块肉，不是那种掺了面粉烂
糊糊的肉。开袋后老妈都从厨房跑出
来了，问是什么这么香。驴肉口感很
鲜嫩，早上切几块做面条浇头可好吃
了。金先生的父亲觉得加些葱、姜、蒜
香菜辣椒等调料爆炒一下，更有风味，
一上桌就被抢空盘。有空时自己会烙
两个烧饼，做成驴肉火烧给女儿吃，女
儿特别爱吃！有时切个冷盘儿给桌上
加个 菜，一家老小吃的根本停不下
来。味道真的很不错，值得购买！很
快6袋就吃得所剩无
几了，所以这次回购
一下买了两份12袋。

正宗老汤酱卤驴肉，瘦而不柴、烂而不散，原价49.8元1袋，秋季特惠199元6袋
尝遍天下所有味，莫错人间驴肉香，全家老少都喜欢

在小区充电桩上集中充电
电动自行车为何总是充不满？

“我家两辆电动自
行车，在充电桩上就是
充不满电，但以前拎回
家充电就没有这个问
题。”接到南京市小火瓦
巷 20号一位住户的投
诉后，扬子晚报记者前
往现场进行采访。采访
后记者发现，与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设点布局的
如火如荼相比，对于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监管
已经明显滞后。

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记者 薛玲

小火瓦巷20号是个老小区，扬子
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内设有数
个集中充电的车棚。

“小区最早的一批充电桩都是刷
卡充电。”在投诉人吴丹（化名）的指引
下记者看到，车棚内设有一排电动车智
能充电插座，吴丹告诉记者，智能充电
插座每次需要充值50元，按实际充电
时间进行扣费，通常1块钱可以充5个
小时，“用这个智能充电插座，我家的电
动自行车就没有充满过。”

后来在同一个车棚，小区物业又
增设了可投币、可微信支付的智能充电
插座，投币的话1块钱充电4小时，微
信支付则是1块钱5小时。但吴丹家
的电动自行车，依然不能“能量满满”。

吴丹告诉记者，有次送孩子上课
外班返程时发现电动自行车快没有电
了，于是赶紧骑回家充电，“孩子培训
班上课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等我下
楼准备去接孩子时发现，电动自行车
充电器的绿灯已经亮了。”虽然充电器
亮绿灯表明电动自行车已经充好电
了，但吴丹表示，这么短的时间根本不
可能充满电。

在小区集中充电
电动车总是难“满格” 有住户联系过充电桩公司，但

充电桩公司认为问题出在电动自
行车的电池上。吴丹并不认同这
样的说法，“如果只是一辆车的确
有可能，但现在明显不是个案，而
且我们以前拎回家充电都能充
满。”

在小火瓦巷20号业主群，吴
丹找到了有着类似经历的业主。

有的业主表示，自己刷卡充电，充
两次都没充满，费用扣了两块多不
说，更悲催的是车子骑出去却骑不
回来了。也有业主表示，刷卡充电
之前能充满，充一次能管几天，后
来换了新卡就总是充不满，但在单
位充都是满格，跑的公里数也多，
后来换了车情况还是一样，感觉充
电桩有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到底是电动自行车电瓶的问题，还
是充电桩存在问题？

江苏省计量院专家接受采访
时表示，两种情况均有可能。

一种情况可能是电动自行车
电池的老化，以及环境温度下降，
都会导致储电能力下降。

另一种可能是充电桩本身出
了问题。如果充电桩无法动态调
整充电电流，就有可能导致上述情
况的出现。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
水池，水龙头开到最大4小时能装
满水，但如果水龙头无法调整，没
办法开到最大，就有可能开4个小
时但却装不满。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没有
专业机构能够检测给个权威的说
法？扬子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目前电动汽车充电桩已经列入
市场监管总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目录，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并没有
列入其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只
有列入强制检定，才会制定进行评
价的标准方法，出具的结果才“有理
有据”。

“照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连
个评理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吴丹

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已经严禁把电
瓶拎回家或者飞线充电，但自己遇
到的问题又现实存在，希望政府相
关部门在强力推动电动自行车充
电桩“遍地开
花”的同时，也
能加强后续的
使用管理，“只
有真正使用便
利，才能从源
头上阻隔飞线
充电。”

住户质疑充电桩有问题

电池和充电桩都有可能出问题

尚未纳入强制检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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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0090期）
红色球号码：2 21 23 26 31 32
蓝色球号码：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6注 8569539元
二等奖 43注 622594元
三等奖 773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720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210期）
中奖号码：5 6 11 13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7注 2742元
二等奖 414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60万元。
福彩3D（第2020210期）
中奖号码：4 9 6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81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2520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185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20期）
中奖号码：5 7 3 5 7 8 8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注 15558元
二等奖 69注 1352元

体彩“排列3”（第20209期）
中奖号码：2 0 7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44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279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09期）
中奖号码：2 0 7 3 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6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年9月14日江苏中奖注数

101692注，中奖金额2079930元。

体彩·情报站

体彩大乐透
中出2注千万头奖
9月14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0089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879
万元。当期，全国共开出
2注一等奖，1注1800万
元（含追加），1注1000万
元。目前，大乐透奖池为
9.10亿元。9月16日，将
迎来大乐透第 20090 期
开奖。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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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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