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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日报（&月$'日）

富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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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缭绕，霾再起”
空气有点脏，外出带伞戴口罩

本报讯（记者 孙晓）形容昨天富
阳的天气，除了打游击似的一撮一撮
的雨，还得加上“轻烟缭绕”、“雾锁富
春”。据“浙江空气质量”-.. 平台监
测，富阳空气质量已经连续几天达到
轻度污染或以上。小伙伴们外出带伞
的同时可别忘了戴口罩。

查阅监测数据，昨天，富阳监测点
的空气质量指数飙升，达到重度污染。
预计今天空气质量指数也将是轻度污
染，要到明天才可能转为良。

昨天下雨了，空气为啥还这么
脏？区气象局表示，主要是雨量不给
力，未起到明显冲刷效果，加上风力微
弱，造成堆积较久的空气污染物难以
迅速扩散。

这样雾蒙蒙的天气，市民朋友可
得注意。老人、儿童以及心血管疾病患
者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做好防护措
施，尽量减少外出。出门上下班也得

“武装”一下，口罩可以戴起来。此外，
能见度差，开车要注意。当然，多吃富
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勤喝水肯定是

错不了的。
再来看看天气，周末近在眼前，但

盼望好天气的市民可能要失望了。天
公不作美，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
未来几天，富阳雨水仍然频繁：今天，
太阳暂不“上岗”，以阴到多云的天气
为主，可能会有阵雨。这波雨水将持续
到周末，周六的雨量可能达到中等。打
算外出的市民要实时关注天况，免得
被阵雨搅了出游心情。

虽然雨水恼人，但这几天气温还
是美美哒，最高不超过 %"!。小伙伴们
且行且珍惜，因为今年再次出现“凉
夏”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气象科普网
表示，多国气象机构确认厄尔尼诺已
形成！“几乎肯定”会持续贯穿北半球
整个夏天。受此影响，中美洲可能大雨
滂沱，亚洲很可能会面临热浪“烤”验！

阴霾春江（天气拍客 孙军欢/摄）

PM2.5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月$(日）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月$*日!'时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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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管送福利，喊你来学车
) 个困难家庭的市民可免费

本报讯（记者 施海 通讯员
周国妹）昨天，记者从富阳运管所
获悉，“援助贫困人员免费学车”
公益活动正式启动了。富阳为贫
困群众推出 ) 个名额，免费学习
汽车驾驶（0! 驾照）。

公益行动资助对象为社会贫
困人员，同时需符合学驾条件的
且年龄在 !)*" 年 * 月 ! 日（含）
以后出生。本地非农户口须持有
《困难家庭救助证（低保家庭）》，

且经过管理部门年度审核；本地
农业户口须持有当地《困难家庭
救助证（低保家庭）》，且经过镇
（乡）管理部门年度审核。同时须
持有村、镇（乡）两级出具的贫困
户证明，并且要明确家庭经济来
源、收入情况。

符合条件需要免费学车的市
民，请于 & 月 $' 日—' 月 !" 日
（双休日、国定假除外），携相关证
明材料等，到横凉亭路区公路运

输管理所维修驾培科报名，咨询
电话：&()*!$$'。

此次公益行动受助人员培训
车型为 0!，将免除受助人员驾驶
培训费用，但国家规费需自理。资
助名额一旦确定不得转让。按计
划安排，此次公益活动将在 * 月
底前完成体检报名，) 月底前完成
理科培训，$"!' 年 $ 月底前完成
所有驾驶操作项目培训。

接近 &""" 点大关，股市如此疯狂

富阳板块一片红火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疯狂

的股市再创疯狂的记录，昨日沪
深两市共成交 $!&$*1"' 亿元，连
续三个交易日突破两万亿成交。
昨日截止收盘，沪指报 #)#!1*!

点，涨 %"1($ 点，涨幅 "1'%2；深成
指报 !')'1&$ 点，涨 '"1"& 点，涨
幅 "1%'2；创业板报 %'$(1'* 点，
涨 !"1## 点，涨幅 "1$)2。

从盘面上看，沪指昨日围绕
#)"" 点上下波动，盘中巨震显示

多空对决异常激烈，两市 %(" 股
涨停，沪指报收八连阳再创 * 年
来新高，逼近 &""" 点整数关口。

板块方面，航天军工、智能机
器、煤炭行业、医药商业、钢铁、农
林牧渔、环保、石墨烯等板块领
涨，两市共 %(" 股涨停。

富阳板块 # 支股票昨日都取
得骄人的成绩，杭电股份（股票代
码 '"%'!(）昨日强势涨停，收于
#)1!* 元；中泰股份（股票代码

%""#%&）盘中一度涨停，最终收于
!"&1(" 元，涨幅 )1))2，股价再次
创新高；富春环保 （股票代码
""$#*)）盘中同样一度涨停，最终
收于 $!1$) 元，涨幅 (1)'2；金固
股份（股票代码 ""$#((）相对于富
阳板块其他个股表现较弱，但也
大涨 #1&'2，最终收于 #)1"# 元。

富阳将开展无烟日义诊宣传活动
时间：5月30日8:30—10:30，地点：上官乡大盛村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在 &

月 %! 日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为
促进市民身体健康，增强保健及
无烟意识，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上官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于 &

月 %" 日联合举办世界无烟日大
型义诊宣传活动。

据了解，这次世界无烟日大

型义诊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专
家现场义诊、免费测血糖测血压、
健康咨询、新诊疗模式宣传、健康
宣传资料发放、药物咨询等。

义诊具体时间是 & 月 %" 日
上午 (3%"4!"3%"，活动地点在上官
乡大盛村村委操场，义诊专家有
中医科主任中医师申屠琍明、心

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袁强、呼吸内
副主任医师汤军华、骨科副主任
医师原涛、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邵
国民、口腔科主治医师詹峻等。

主办方温馨提示，居民前去
咨询、就诊时，请带上本人市民
卡、有关病史资料和检查报告，以
方便医生详细、确切诊疗。

富阳有场关爱乳腺健康讲座
时间：明天下午2点，地点：区中医院行政办公区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乳腺
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如何进行乳房自查？什么时候
进行自查？发现问题了怎么办？很
多朋友一无所知。为此，富阳区中
医医院病人家属学校特邀请该院
甲乳科的资深专家何庄建 & 月 $)

日下午 $3"" 开讲《关爱乳腺 关注
健康》的健康讲座。

全世界每年约有 !$" 万妇女
发生乳腺癌，&" 万妇女因乳腺癌

死亡。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
乳腺癌的高发区。据统计，美国妇
女 ) 人中将有 ! 人在其一生中患
乳腺癌。我国虽是乳腺癌低发地
区，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乳腺
癌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升高，且有
年轻化趋向。乳腺癌早期，临床上
可毫无症状，也可无肿块，病人自
己很难发现，除非应用特殊的检
查方法。为了早期发现乳腺癌，最
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学会定期检查

乳房，这样就可以使肿瘤在还未
长大之前就被发现。

届时，何庄建将为大家详细
的讲解如何进行乳房自查，如何
早期发现乳房肿块以及发现异常
时的处理等知识点。欢迎市民朋
友前来听课，参与者有精美礼品
相送。

活动地点在富阳区中医院行
政办公区 & 楼大会议室（北门路
!" 号大富豪停车场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