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达富阳后，陈剑明一刻也没停，自
己开车赶往现场，同第三梯队成员汇合
后，从赤松村村中某入口上山。当时，第
二梯队的金建军等人已经在陈剑明指挥
下先一步在该入口附近上山。

陈剑明通过微信联系大玉小玉，告
诉她们，救援队上山后会向她们的方位
呼喊，一般是所有人集中喊一声，然后停
下听她们的回应，以免嘈杂的声音干扰
她们的回应声。

晚上 8 点 30 分左右，金建军带领的
第二梯队在一声呼喊后，终于听到了回
应声，声音不大，带着几分激动：“我们在
这！在这！”

大玉小玉被发现时，蹲坐在山地上，
瑟瑟发抖。她俩原本打算中午上山，下
午三四点钟就能下山吃晚饭，因此没带

水和食物，再加上身上穿的冲锋衣比较
薄，两人已经冷得受不了。其实，像山里
这样的气温下，两人非常有可能发生失
温情况，如果没能及时找到，后果不堪设
想。

第二梯队队员们将两人护送下山，同
其他队员和民警汇合后，把两人带到了附
近一户村民家里，喝了点热水，休息片
刻。两人暖过身体后，陈剑明队长和几名
队员将她们带回了狼群救援队大本营。

“这里有吃的，也有床，就是没有热
水，你们不嫌弃的话可以晚上在这里将
就下。”陈剑明对大玉小玉说。大玉小玉
满口道谢，不过也不愿意打扰救援队的
工作。当晚10点，一名女队员带大玉小
玉在城区找了家宾馆住下，惊险的前半
夜总算是过去了。

被找到时两人已经冷得受不了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陈玮

昨天傍晚5点半左右，富阳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两个姑娘在金

家岭附近山上迷路，等待救援。当时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深山气温逐渐降

低。情况紧急，东洲、银湖两个派出

所民警联合富阳红十字狼群应急救

援队（以下简称狼群救援队）迅速出

动，一场紧张的深山救援随即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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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场

小学组
特等奖
吴杨澜 实验虎山

刘恺萱 富春二小

一等奖
李冰冰 大源镇小

姜琳佳 实验虎山

徐佳瑶 富春七小

张若曦 高桥小学

何米乐 场口镇小

徐飞扬 富春三小

何田睿 实验鹳山

陶奕轩 实验鹳山

杨溢 东洲中小

陈皆一 实验虎山

王倩茹 富春三小

何佩纹 富春四小

二等奖
林镓彧 实验虎山

吴萌萌 东洲中小

陆伊 东洲中小

叶羽霏 富春二小

方家 实验鹳山

周怡萱 实验鹳山

谭天琪 永兴小学

汪逸婷 富春二小

陈昕琳 富春三小

“家在富春江上”
——纪念郁达夫先生诞辰121周年千人现场创意写作大赛获奖名单

12月7日，是爱国主义作家郁达夫先生诞辰121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郁达夫诞辰121周年，更为了描绘我们美丽的家园，告慰英灵，展望未来，由郁达夫研究学会发起，富阳区
教育局、富阳区文广新局主办，富阳区实验小学、郁达夫少年文学院承办的“家在富春江上”千人现场创意写作大赛12月3日早上在富阳区实验小学、郁达夫故居前隆重举行。

本次大赛有21所小学，15所初中以及郁达夫少年文学院、“心陪伴”教育一共38个单位组织参赛，共有1210名学生参加比赛。
本次大赛分小学组、初中组，分别以“雨”和“过富春江”为写作主题，最终大赛评委会共评选出如下奖项：

徐诗语 富春三小

孙淑恬 富春四小

童川恬 新登镇小

沃怡然 实验虎山

张亦惠 富春二小

陈永泽 富春五小

孙艺珂 富春五小

余项冉 新登镇小

何语菲 场口镇小

彭 靓 富春五小

金谖羽 新登镇小

周思婕 高桥小学

应 康 新登镇小

三等奖
梅凌寒 实验虎山

陆梓惠 东洲中小

肖静 东洲中小

胡雨婷 富春二小

夏星晨 富春二小

胡清煜 富春七小

孙格圣 东洲中小

林可欣 实验虎山

冯惟楚 富春二小

张惟奕 永兴小学

华晟悦 永兴小学

包雨轩 富春七小

王语涵 富春二小

寿馨妍 永兴小学

胡益善 富春八小

谢 语 永兴小学

林芝延 富春八小

方镇娓 大源镇小

俞溢恬 大源镇小

艾 乐 富春四小

孙慕悠 实验虎山

张润舟 实验虎山

屈子云 实验虎山

邹佳恒 富春七小

李成轩 富春三小

温静雯 富春二小

毛佳瑶 富春三小

邵天然 实验鹳山

闻子砚 实验虎山

何旻峰 实验鹳山

姜语嫣 实验鹳山

曹哈凌 实验鹳山

孙桐 实验鹳山

叶诚 实验鹳山

袁新翔 实验鹳山

郭菲杨 富春二小

裘昊 富春七小

何舒琪 高桥小学

洪盛凯 新登镇小

叶子萌 富春七小

杨帆 富春八小

初中组
特等奖
汪涵彧 郁达夫中学

一等奖
钱家仪 富春中学

楼语歌 富春中学

施享 银湖实验中学

许一 永兴中学

许琳朗 永兴中学

二等奖
徐文雅 场口镇中

程子豪 富春中学

王弈歌 富春中学

夏露莹 郁达夫中学

罗炜杭 郁达夫中学

盛薇丹 郁达夫中学

洪渝丹 新登镇中

徐梦婷 富春三中

缪雨霏 银湖实验中学

沈心洁 银湖实验中学

三等奖
王沐禾 银湖中学

梅婷婷 银湖中学

徐鋆灿 新登镇中

夏敏 万市中学

汪心怡 礼源中学

李凝婧 富春三中

章舒叶 富春三中

黄雨涵 银湖实验中学

吕歌 银湖实验中学

胡嘉元 银湖实验中学

姜欣妍 银湖实验中学

姜嫚逸 银湖实验中学

何佳芹 鹿山中学

裘文莉 鹿山中学

杨妍 富春中学

孙一诺 永兴中学

倪悦 永兴中学

荣雨欣 永兴中学

孙可 永兴中学

张驰铭 永兴中学

小学组优秀奖名单：
东洲中小：石雨晴 熊筱文 许玲菲

余亦星 严心兰

富春三小 ：袁子烨 李梦想 陆 唯 闻泽昊

陈依琳 王燕妮 方琪梦 钟晓冉

孙宇辰 徐子程 蔡清鹏

富春四小：吴以梵 叶宇航 钟佳函 张琳境

曾劳欣云 何 萱 许康杰 臧高原

富春五小：周欣雨 周梓航 张哲涵 徐婧奕

孙佳琪

新登镇小：吴炘怡 侯奕源 张 雯 余 月

周陈浩 徐梓函 林雨琦 袁乐添

胡雅茜 凌子清 沈海韵 沈哲伦

白纾语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
杨夏天 王煦淳 周 涵 裘昱婷

朱 萱 郑天泽 夏薇伊 彭湘然

王艺翰 朱梓源

实验小学（虎山校区）：
杨宇睿 杨 晨 蔡尚都 黄宇涵

徐箐霞 舒乐杨 陈增益

富春二小：朱静怡 胡清颜 傅紫航 何 沐

张 茹 陈 谱 王旖菲 葛芷昕

张昱晗

富春七小：喻 言 朱哲涵 张卉翌

富春八小：杜天蓝 叶莘菲

东吴小学：余晨曦 侯彤彤 方乐陶

松溪小学：叶钰欣 叶恩初 汪昕垚

高桥小学：胡唯依 唐珍珍 王思颖

场口镇小：包苗苗 华梦琪 凌啸宇

大源镇小：吕楚欣

春江中小：孙姜豪 胡舒茜

灵桥镇小：姜燕丹 林晶晶

三桥小学：周美玲

大青小学：陈彦宁

洞桥镇小：李晓雅

春蕾小学：陶翰文

永兴小学：叶 馨 孙叶萌 陈 诺 钱雨晗

蒋一翎 王若晨 王宇舟

初中组优秀奖名单
郁达夫中学：

裘其翰 程乐琪 田如鉴 盛佳怡

杨 蕊 陆佳妮 冯可熠 徐 琛

富春中学：陈奕初 童 婷 王逸薰 裘易方

王泽庸

富春三中：卢蔷羽 费梦媛 汪晨蕾

银湖中学：楼笑湉 陈姝心 朱可欣

新登镇中：郎悦含 孙旭毅 龙飞艳 章子叶

谢方晶

春江中学：蒋宇航 张 平

礼源中学：姜 晨 陈 诺

鹿山中学：许莉群

环山中学：刘璐琪

场口镇中：李韦玉 柴宇泽 何思恩

大源中学：蒋鑫虹

贤明中学：陈幸榕 吴柳萱

永兴中学：翁文莉 唐泽雅 申屠嘉华 张子乐

汪钦瑶 李承昊

银湖实验中学：
陆奕涵 钟 艺 季思辰 朱婧宇

张 可 吕梦倩 方 荃 李心源

从嘉兴来富阳爬山，没带水和食物

两个小姑娘夜里在深山迷路
衣衫单薄蹲坐地上瑟瑟发抖
民警和“狼群”紧急救援

在超市门口收购或讨要废弃超市卡
再将刮落的密码处用灰色塑胶蒙住

当心，有人卖“假超市卡”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李燕青

年末渐近，超市购物卡畅销起来，这不，近期，有骗子盯上了超市购物

卡。他们在超市门口低价收购或讨要废弃超市卡，将废卡已刮落的密码

处用灰色塑胶蒙住，改造成新卡后卖给消费者。这一招，居然连礼品回收

店老板也被骗了。

晚饭时间，东洲派出所民警王键接
到警情后，马上回拨报警人电话了解情
况。报警的就是迷路的两位姑娘，一个
叫大玉、一个叫小玉，一个山西人、一个
四川人，一个 27 岁左右、一个才 20 岁出
头。她们都在嘉兴打工，听说富阳山水
好，趁着公司放假，特意过来爬山。

王键只知道两人从银湖街道受降口
子上的金家岭，沿游步道爬到了山顶，下
山时走了野路，因为不熟悉地形，也不知
道走到了哪，迷了路，急得不行。不过，
山上的信号时有时无，王键和大玉、小玉
的沟通也断断续续。

“我们在一片竹林里，看不见月亮和
山下灯光，不过能听到几声狗叫。”大玉、

小玉在电话里说。与此同时，王键还收
到了她们微信传过来的一个定位图，可
以看出两人已经从受降翻过如意尖到了
东洲街道境内，大致位置靠近赤松村，可
能就在赤松村附近的某个山坳里，但由
于山上没有什么参照物，定位并不准确。

王键找了赤松村当地一位50多岁大
伯做向导，从赤松村最里面的口子上了
山。同时，指挥中心也联系了救援专家
狼群救援队。

接到指挥中心救援任务时，狼群救
援队队长陈剑明正从宁波回富阳，还在
杭甬高速转绕城高速之际，好在陈剑明
没有自己开车，也方便远程指挥。在他
的指挥下，狼群救援队靠近事发现场的5

名队员迅速在金家岭山下集合，组成第
一梯队。

晚上6点左右，第一梯队成员从受降
口上山，沿着同大玉、小玉相似的路线先
翻过如意尖，逐渐靠近两人可能身处的
方位。同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迅速在
北堤北路狼群救援队大本营集合赶往现
场。

由于大玉小玉提供的定位图不准
确，陈剑明重新进行了分析。他让大玉
小玉将所在位置的海拔及经度、纬度信
息发给他（苹果系统自带的“指南针”软
件有该功能），根据这些信息及多年的山
地救援经验，陈剑明判断出两人所在的
方位，就是靠近赤松村的某山坳里。

“我们在一片竹林里，看不见月亮和山下灯光”
老张夫妻在富阳大润发及西堤北路

上各自经营着一家礼品回收店。10 月
底，老张妻子的店里来了1名中年男子，
这个人她认识，两天前刚来店里倒卖过
超市卡。

“老板娘，超市卡还收吗？”男子问。
“收啊，这次你有多少？”老张妻子说。
男子立即掏出了 50 余张超市卡递

给老张妻子。“你这个超市卡这边有点破
损，要不我们去附近超市验一下吧。”老
张妻子说。

“我们赶时间，没时间和你去超市。”
男子听说要去超市检验，借故开溜了。

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去超市检验，会
不会是假卡？两天前从这个人手里回收
来的 30 多张超市卡会不会也是假的？
老张妻子心里满是疑惑。

她立即联系了同样经营礼品回收店
的老公老张，通过妻子的描述，老张想起

了两天前，他也从这样一个人手里回收
过30多张超市卡，不过他验证了，这30
多张超市卡都是真的。

于是，两人就拿着妻子回收的30多
张超市卡到超市前台验证。前台告知老
张夫妻，这些卡都是空卡，两人懵了，直
接损失了3万余元啊！叫苦不迭的夫妻
俩立即到派出所报警。

回收30多张超市卡竟然都是空的

城西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该
男性犯罪嫌疑人另有两名同伙驾车接应，
作案后3人乘坐一车辆逃离富阳。

很快，涉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被
调查明确，根据嫌疑人逃跑路线及掌握的
信息，侦查员分析，犯罪嫌疑人很可能落
脚于江苏省南通，侦查员将三人列入上网
追逃，并请求江苏当地警方协助抓捕。

11月27日，3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在江
苏南通落网并被押解回富阳，经审查，3
名涉案嫌疑人先后交代了从江苏流窜至
杭州，在大型超市门口低价收购或讨要废
弃超市卡，改造成新卡后实施诈骗的行
为。

3人分工明确，曹某是老板，招来员

工李某，同时聘请了一名驾驶员，10 月
份，3人开车来到富阳，向老张出售了30
多张真超市卡，看到老张没做任何验证就
收了，感觉脱手简单，就到西堤北路附近
老张妻子的店里出售了 30 余张空超市
卡，老张妻子也没有任何疑惑就收了卡。

两天后，尝到甜头的曹某等人又一次
来到老张妻子的店里，却被老张妻子察觉
到超市卡细微破损，当老张妻子提出进行
充值卡鉴定后，心虚的曹某借故开溜，伙
同两位李某逃窜到江苏。

通过审讯，曹某还交代了在杭州西湖
区某礼品回收店出售过30余张空超市卡。

现3人已被富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三人作案后逃到了江苏

假超市卡

找到两人时，她们蹲坐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