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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时代电影大世界全年半
价。! 米 ( 以下儿童免票无座，每
位成人观众限带一位。（(, 影片除
外）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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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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易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资讯 2016年1月26日 !责任编辑 /孙晓06

0+1!!！请记住这个数字
昨天富阳出现 %' 年来最冷早晨

明起五天下雨升温
春运期间或多雾霾

气温：0'!—)!

后
天

今日天气 明
天 气温：$!—*!

晴到多云 阴转阴有雨 阴有雨

气温：0!!—&!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念叨了
整整一周的“霸王级”寒潮终于谢幕
了。算上今天，离除夕仅剩 !% 天，春
运“回家路”的天气如何？猴年春节
期间是冷是暖？这都是大家接下来
关心的话题。

昨天中午，富阳解除了寒潮橙
色预警信号。而就在解除前，寒潮大
戏出现了终极高潮，正如预料的一
样，富阳的气温极值果然刷新了历
史榜单。

区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
天早晨 *点，富阳全区最低气温普遍
降至0+!以下，山区0!!!到0!(!。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湖源乡上南
坞，0!$2%!；大源镇史家村，0!(2+!；
万市镇杨家村，0!(2)!。城区气象站
的最低气温达到0+2!!，位列历史“低
温榜”第八位3是近 %' 年最冷的一个
早晨。

在“低温榜”前十位中，除了昨
天的“新成绩”，其他数值都诞生于
上世纪 '" 至 &" 年代。“当时没那么
多工厂、汽车、空调，自然更冷些。”
正如网友们说的，到了眼下这个全
球变暖、受温室效应影响的年代，富
阳还能出现如此低温实属罕见。“下
一次想要刷新这个纪录，说不定又
要等上几十年。”区气象台的资深预
报员们也忍不住感慨。

今天早晨依然很冷，一些乡村
山区的积雪、积水路段还会结冰，出
行得当心。不过，白天升温明显，太
阳终于恢复“发热”功能，我们能感
觉到久违的暖意。

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复

活”北上，让人讨厌的阴雨天气又将
回归，一直持续到 (! 日（本周日）前
后。唯一的好处是，气温逐日攀升，
等到本周后期，将停留在 )!—!"!

范围内。
! 月 %$ 日，春运启动。国家气候

中心分析说，今年春运期间（! 月 %$

日至 ( 月 ( 日）正值冬春转换时段，
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长三
角等地区雾霾日数可能偏多，需预
防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运输以及重
污染空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同时，! 月底至 % 月初，西伯利亚的
冷空气可能还有一次南下入侵过
程，再次出现大范围雨雪也不是没
可能，这也将直接影响后面的春节
假期天气趋势，我们将密切关注。

昨晨，富春江冷得“哈气”。（天气拍客 江幽松/摄）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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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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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海 通讯员 周
国妹 周婷娇）昨从富阳运管处获
悉，% 月 ! 日起，( 路公交车将延伸
至农贸批发市场（水果市场）。

据介绍，根据富阳公交公司
%"!'—%"!) 年线路调整的总体规
划，结合道路情况，拟从 %"!) 年 %

月 ! 日起，公交 ( 路首末站由客运
西站延伸至大自然农贸批发市场，
即公交 ( 路首末站为：永和大
厦———大自然农贸批发市场（水果
市场）。

调整后线路走向为：永和大厦
（社保中心）—恩波大道（原迎宾路）
—桂花西路—横凉亭路—金秋大
道—公望街（原公园路）—大自然农
批市场。沿线停靠站点设置有，永和

大厦（社保中心）—恒丰银行—恩波
大道公望街口—富春六小—恩波大
道文居街口—富阳客运站—恩波大
道光明路口（东吴中医馆）—大浦
闸—桂花西路西堤路口—二贸市
场—体育中心—桂花西路文苑路
口—横凉亭路金桥北路口—妇保医
院—客运西站—金鑫市场—富春三
中—东风桥—区福利中心—金秋桥
（现代电梯）—大自然农批市场。首
末班时间为：永和大厦 )#""—!+#$"；
大自然农批市场 '#$'—!+#!'。

线路延伸计划从 % 月 ! 日起实
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
向富阳运管处客运科反映。电话：
'*+&!%%"。

下月起，(路公交
将延伸至水果市场

富阳一院新设“视光门诊”
周三开诊送 (" 个免费名额
市民可通过本报官微报名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商齐飞 孙毅）明天起，富阳的中小
学将陆续开启寒假模式，很多操心
的妈妈又要带着孩子去眼镜店排
队，为孩子验光，看看一学期下来孩
子的视力有没有变化。

从明日起，富阳一院的“视光门
诊”将正式开诊。记者了解到，“视光
门诊”是属于眼科的一个专科门诊，
专门为屈光不正（包括近视、远视、
散光）患者提供专业的视力检查、医
学验光、眼部健康筛查、视光知识健
康教育等一系列诊疗服务，如常见
的儿童及青少年近视就应至“视光
门诊”就诊。

据富阳一院眼科主任方华介
绍，当前，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患者越
来越多，很多家长并没有引起重视，
一般都会直接带孩子去眼镜店配眼
镜，结果有不少是验配不准引起眼
睛疲劳或者除近视外还有其他眼部
疾病，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

的影响。
据了解，富阳一院设立的“视光

门诊”，一方面通过规范、有序、专业
的检查，为屈光不正患者提供准确
的诊治方案和眼部健康咨询，另一
方面缓解了眼科门诊的就诊压力，
减少了患者排队候诊的时间。目前，

“视光门诊”在周末及寒、暑假全天
接诊。有需要的市民可提前预约挂
号或当天至各门诊挂号窗口选择

“视光门诊”挂号就诊。
为配合“视光门诊”开诊，富阳

一院特地送出 (" 个免费名额，有需
要的市民可以通过富阳日报微信公
众号（账号：4567)(($$'')）报名，报
名时记得留言“孩子姓名8家长电
话”，取前 (" 位，以收到完整信息为
准，先到先得。今天 !) 点以后，报名
的家长可通过回复“名单”查看是否
获得名额。获得名额的家长，请凭报
名时的手机号码，于本周三自行前
往富阳一院接受免费验光。

%&家单位获评富阳“餐饮名店”
本报讯（通讯员 鲍学红）近日，

富阳餐饮美食行业协会召开迎春茶
话会，评选出 %& 家“餐饮名店”并颁
奖，同时，表彰了 !' 家先进单位。

%"!' 年下半年以来，区餐饮美
食行业协会在富阳餐饮经营企业中
评选“名店”。根据规定，参评的餐饮

单位必须是从事经营餐饮业 * 年以
上、合法经营、没有行政处罚记录、
富有特色，且市民口碑良好。

最终，富阳国贸大酒店、富阳蓝
钻国际城堡酒店（原太阳城堡）、浙
江南国大酒店、耀都德悦大酒店等
%& 家单位获评“餐饮名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