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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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 !责任编辑 /孙晓12

羊年雨雪还没下完
周四还有一场

春节天气大反转
晴暖升温可达 #+!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过了小年
就是年。”昨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迎
着一场不大不小的瑞雪，富阳街头巷
尾的“年味”愈来愈浓。或许你会问：羊
年的雪应该下完了吧？别急，据说本周
四还有一场！

截至昨天早晨 * 时，富阳城区（镬
子山气象观测站）积雪深度为 ( 厘米，
乡镇普遍 (—& 厘米，山区 #% 厘米以
上。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 (%#& 至
(%#' 年冬天富阳范围内的第三场降
雪。

第一场雪飘落于 (%#& 年 #( 月 &

日，是典型的江南湿雪，来去匆匆。第
二场让人印象深刻，# 月 (# 日至 (!

日，“世纪寒潮”给富阳带来大雪到暴
雪，之后创下近 (& 年的低温新纪录。

昨天，面对白雪皑皑的富春山色，
虽然少了初见时的惊喜和期盼，但因
为临近年关，大家还是觉得这雪挺应
景。特别是对于已经放寒假的孩子们
来说，这个冬天因为一场接一场的雪
而变得“与想象中一般完整”。

当然，雨雪带来的烦恼也是不可
避免。比如，预报说，今明两天早晨面
临低温冰冻，很多小伙伴担心：水管、
水表又会爆吗？再比如，正值春运，道
路、桥面积雪冰冻多少会影响交通，为
了平安过年，大家可得谨慎慢行。

羊年的尾巴注定“邋遢”。明天夜
里到周四，富阳又将有一次雨夹雪天
气过程，山区转雪的概率依然较大。赶
着回乡的朋友还得多注意客运班次的
变化。

至于所有人关心的春节天气，昨
天终于有了“半边眉目”。( 月 & 日开
始直到 #% 日（正月初三），富阳将出现
一段持续晴好天气，气温逐日回升，特
别是正月初一至初三，白天比较暖和，
最高气温可达 #+!。( 月 ## 日至 #!

日，也就是长假后半程，天气系统再次
变化，可能有弱降水和降温。

天气趋势：

新登半山，大片毛竹被雪压弯腰。（天气拍客 陈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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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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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保院保健计生楼明天开放
相关科室将搬迁

来妇保看病别走错门诊楼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实习生

管玲琳 通讯员 胡秋仙）妇保院保
健计生楼（妇保院新病房大楼西侧
裙楼）局部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
保健计生楼将于明天正式开放。

富阳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
导站春秋北路站点正式停业后，原
来在区计生指导站做的项目，# 月
## 日起功能都划归妇保院。

据了解，保健计生楼正式开放
后，妇幼保健、儿童保健、妇科门诊
（计划生育门诊）、生殖医学中心、
青春健康服务中心和三优（优生、
优育、优教）指导服务中心等科室
都将迁至保健计生楼，妇保院原门
诊大楼只剩下儿科和产科门诊。

“因为时间关系，生殖医学中

心、青春健康服务中心年内暂不搬
迁，将于年后再行调整。”妇保院副
院长郭建平说。

记者昨天前往妇保院保健计
生楼实地参观，保健计生楼还在做
最后修整、清洁工作。据郭建平介
绍，各个科室牌已经做好，导向牌
将马上完工。“最主要的妇科门诊
（计划生育科）搬迁过来后，将减轻
原来门诊楼的就诊压力，大大改善
市民的就医环境。”

此外，春节期间，为广大市民
带来便利的妇保院“青春健康热
线”将正常开通，有需要的市民可
拨打 '!#%#++& 进行相关问题的咨
询。

■新闻链接

原位于门诊 ( 楼的妇科门诊
整体搬迁至保健计生楼 ( 楼，小手
术室搬迁至保健计生楼 ! 楼；保健
部（包括儿保科、妇保科）都搬迁至
保健计生楼 ) 楼；原门诊 & 楼的婚
检中心搬迁至保健计生楼 # 楼婚
育服务中心，除承担原来的婚检服
务，还将提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服务；原位于门诊 ) 楼的体

检中心搬迁至保健计生楼 # 楼。为
了方便患者，妇保院还在保健计生
楼一楼增设了药房与检验科；在 #

楼、( 楼分别设有 1 超室。原计生
指导站的青春健康服务中心设在
保健计生楼的 ) 楼南侧，咨询热线
不变（'!#%#++&）；避孕药具管理科
则设在 ( 楼。

具体对应科室，记者为你打听清楚了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赵欣虎）记者从区公路段了解到，
截至昨天 #' 时，全区除南新线高
坪岭路段和永青线依岭路段封道
外，其余县道以上道路已经通行正
常。

昨天，区公路段养护部门出动
人员 (,% 余人，铲车 ( 辆，巡查车
#, 辆，除雪撒盐车 # 辆，拖拉机 #'

辆，对全区县道以上 (() 座桥梁进

行人工除雪，砍除倾倒在道路上的
树木、毛竹 ,*& 株；对 #, 省道中樟
线石板岭路段、横桐线咸康岭路
段、高泰线导岭路段进行机械除
雪，并在石板岭路段机械撒盐防止
道路结冰。对洞太线、万牧线、胥高
线、徐樟线、汽觃线、潭三线、新龙
线等道路的重点路段进行人工除
雪，并撒盐。共计人工除雪 #)0* 公
里，撒盐 #( 吨。

大雪阻通行
南新线高坪岭路段、永青线依岭路段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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