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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上的富阳健儿”特别报道
超限 82 吨，
司机逃了

连续蹲守 72 小时
带回 131 吨大货车

李子怡代表浙江队获艺术体操团体第 5 名
华睿雪代表浙江队获体操团体第 5 名

将被罚 2.95 万元

首次参加全运会
两位富阳小姑娘表现好赞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在警匪片里，
我们常会看到警察坐在警车里蹲守嫌疑人的
剧情，
扒着盒饭，
眼睛观察着周围任何的风吹
草动。前几日，
这一幕被搬下了荧屏，
发生在
常绿加油站。区公路管理段工作人员在与超
载司机“斗智斗勇”72 小时后，终于将装载近
百吨货车安全带回超限运输检测站。

记者 许媛娇

体操、艺术体操，展现在观众
面前是优美的，但在台下的训练
却是难以想像的辛苦。富阳有两
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李子怡和

车辆被查 司机逃之夭夭

华睿雪，一个 18 岁，一个 17 岁，她
们从四五岁的年纪就开始练习体
操，在训练中磕磕碰碰已是家常
便饭。训练时间久了脚会痛，训
练中经历受伤、复原过程，很努
力，也很优秀，在各大赛事上获得
优秀成绩。这次，在全运会上，她
们再次展现美丽的自己，她们也
是富阳的骄傲。
左三为李子怡

华睿雪

李子怡：正在积极备战东京奥运会
这是李子怡第一次参加全运会，代
表浙江省队参加艺术体操集体全能赛，
获得了团体第五名。
“我们团队发挥了正
常的水平，还算是满意的。”李子怡参加
的艺术体操是团体作战，5 个人一起上场
比赛，考验的是整体水平。
“我的目标就是在场上做好我自己，
我也做到了。”李子怡今年刚满 18 岁，身
高已经长到 173 厘米，她们的比赛是在 8
月 16 日到 8 月 20 日进行的，比赛结束后，
她便返回北京继续接受新的训练。
除了训练，李子怡平常最喜欢听歌，
看恐怖小说，
玩篮球。
李子怡说，全运会的备战是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的，艺术体操的团体也是在
那个时候组建的。
“我和国家队的两个姐
姐，还有省队的两名队员组成了比赛团
队。”她说，训练非常辛苦，每天要训练八

九个小时。因为艺术体操需要队员之间
的配合，队员们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动
作做不到位而闹情绪，但大家还是相互
鼓励地坚持下来了，都是为了在全运会
上有更出色的表现。
这次全运会，李子怡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爸妈到现场观看她的比赛。
“爸妈给
我鼓励，让我不要想太多，做好自己就可
以。”李子怡说，训练时间久了，有时候会
脚疼，爸妈会担心也会心疼。
“ 我哥哥还
把电视上我比赛的画面拍了下来，说‘妹
妹真棒’。”她说，每年她只有一次回家的
机会，所以这次在天津能见到爸妈，李子
怡感觉特别幸福。
现在，李子怡的打算是把近期的训
练好好完成，然后积极备战 2020 年的东
京奥运会。
“ 争取入围东京奥运会，为国
家争光吧。”李子怡说。

个人名片

李子怡是从富阳走向全国的艺
术体操小将。她 5 岁开始练习舞
蹈，随后被杭州陈经伦体校选中，改
练艺术体操，因为天赋出色进入省
体工大队。2007 年，她在浙江省少
年儿童艺术体操锦标赛中崭露头
角，拿下 1 金 2 银 1 铜，并获得了最
佳形体奖；2011 年 3 月入选国家艺
术体操队，从此在国际国内各种比
赛中连连获奖；2015 年，刚刚升入成
年组的李子怡在全国艺术体操锦标
赛上获得了 3 枚集体金牌的好成
绩；2016 年全国艺术体操个人冠军
赛和集体锦标赛中收获成年集体全
能冠军、成年集体 6 棒 2 圈单项冠军
和成年集体彩带季军。

华睿雪：
下个月参加全国体操冠军赛
华睿雪比李子怡小一岁，现在是浙
江省队的体操队员，这次全运会也是华
睿雪第一次参加。她参加的项目是体
操团体赛，说起艺术体操与体操的区
别，华睿雪调皮地说：
“ 艺术体操更美
吧。”她的比赛项目在 9 月 1 日进行了预
赛，9 月 4 日进行决赛。
艺术体操考验团队的配合，而华睿
雪参加的体操团体赛需要看每一位队
员单独的表现，最后合计成团队总成
绩。
“ 拿了第五名，感觉有点遗憾吧，我
们的目标是前三。”华睿雪说，团队有 6
名队员，如果自己少失误一次，就有可
能拿前三了。
“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的，可

能是准备活动做得不够充分，高低杠项
目上失败了两次。”她说，不过教练、队
友都一直鼓励、安慰她。
华睿雪与队友们从上一届全运会
结束就进入了备战期，这四年里，她也
经历了受伤到恢复的过程，对于训练过
程，华睿雪说：
“很辛苦。”好在全运会结
束后，华睿雪获得了假期，比赛结束就
回富阳休息了。记者联系上华睿雪的
时候，她正与同学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玩
耍，她的假期到 9 月 14 日结束。
“ 回到省
队后，继续训练，下个月要去参加全国
体操冠军赛。”华睿雪说，下一场比赛加
油吧。

个人名片

华睿雪，大源镇望仙村人，3 岁
时就被陈经纶体校教练一眼相中，
就此开始了她的体操生涯。在 2006
年省运会体操比赛中，6 岁的华睿
雪，分别夺得丁组团体、个人全能、
高低杠、平衡木四枚金牌，还有一枚
自由体操银牌，成为体操赛场上最
耀眼的小明星。在 2009 年昆明举办
的全国“李宁杯”体操赛上，华睿雪
更是发挥出色，获得了团体冠军和
个人高低杠冠军，跳马银牌，个人全
能铜牌。她也是第二届“富阳十大
百姓新闻人物”
。

9月7日上午9点多，
区公路管理段巡查至
S307上官盛村石板岭隧道口处，
发现一辆装有
石子的大货车涉嫌违法超限运输。执法人员
上前询问情况，
并告知将引导该车辆驶入 320
国道富阳超限运输检测站进行检测。邱站长
说：
“刚开始司机是配合的，开到常绿加油站
时，
司机突然说车坏了，
需要检查一下。
”
停下车后，司机便开始在车子的周围东
看看、
西摸摸，
偷偷开溜了。
“当时也不能确认
车辆是否受损，再加上这辆车已涉嫌违法超
限，
开回检测站需要经过一段长下坡，
若强行
拖离该车辆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为此，邱站
长说，
只能先采取
“土办法”
——派人蹲守，
再
通过交警、
运管部门联系车主。
原来逃之夭夭的司机并不是该货车的车
主，
在联系上车主后，
他表示
“在等配件，
下午
就能来修”
。结果一直也不见人来，
检测站怕
是车主的拖延战术，
便做好日夜蹲守的准备，
值守人员每天三班倒，
每班两人看守车辆。

执法人员连续蹲守 72 小时
接到任务的李权带上干粮就赶赴现场，
他说，
晚上也不敢松懈，
车主有可能趁天黑会
将车开走。果然，
第一天晚上 11 点多，
突然有
一辆皮卡车靠近大货车，车斗里还装着汽车
配件。警觉的李权立即下车查看，来人有三
四个，见李权便说，他们是来修其他车的，说
完便离开了。
每天给车主打电话，
他的答复永远是
“配件
还在路上，
还要再等等”
。这一等就等到了9月
10日下午4点多，
车主终于派司机来开车了。
在经过长下坡时，严重超载的货车又遇
上了麻烦，刹车气管破裂了。
“这也是我们必
须等车主自己来开车的原因。”邱站长解释
道，
一是车辆有可能受损，
二是车况不熟悉且
涉嫌违法超限，
三是路况不好，
轻易将车开走
会有危险性。
傍晚 6 点 38 分，这辆让执法人员蹲守整
整 72 小时的货车终于开进了检测站。检测结
果让执法人员吃惊，本来车货总重限重 49 吨
的货车，
经检测，
实际总重达 131 吨，
超限率高
达 167%，
算得上是
“超限王”
了。
对于这辆“超限王”的处理，区公路管理
段相关负责人说，一是卸载，二是罚款，三是
涉嫌车辆改装违法行为还将移交相关部门。
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相关
规定，
每超出限重一吨罚 500 元，
最高不超过 3
万元。这辆车将面临路政部门 2.95 万元的严
重处罚。
下一阶段，
区公路管理段负责人表示，
将
以创建美丽公路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抓
手，
持续联动综合执法力量，
对违法超限运输
和违法
“抛洒滴漏”
污染公路野蛮运输行为形
成高压态势，
强化整治力度和管控，
确保辖区
内公路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