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刘晓平 许荆楠

FUYANG DAILY

10

盛会未启，画展已引爆江岸，1000多人纷至沓来……

“家门口的亚运会”儿童公益绘画大赛颁奖典礼本周日举行
记者 袁力炬

一线江岸，潮声再起。富春江畔的阳光城·
翡丽海岸销售展示中心，纷至沓来的来宾，引爆
了高涨的氛围，参观画展的、投票评选的、到访
楼盘的，接踵而至，让置业顾问应接不暇。据
悉，仅周六当天就有 1000 余人到场，燃爆整个
寒冬。

人潮澎湃而至，观摩288幅入
围作品

本次共有288幅画作入围参展，在阳光城·
翡丽海岸那一线面江的销售中心三楼展出。关
于“家门口的亚运会”，小朋友们创意迭出，富春
江激烈的水上运动赛事、家门口亚运会的摇旗

呐喊、富阳未来的理想展望……大开脑洞，不止
于此。这些饶有趣味的童稚作品，虽然笔法稚
嫩，却带着更加烂漫而不可思议的灵感，让在场
观展的大人们纷纷赞叹。有参与本次大赛的儿
童，都将获得本次大赛的纪念奖章和参与证书。

颁奖盛典，1月14日即将华丽
启幕

1月8日，专家组一行五人对入围的288幅
作品进行了终评打分，最终角逐出了大赛的各
个奖项。根据最终的打分结果，结合此前的线
上和线下的投票，学前组和小学组各评出了 3
名金奖、6名银奖、12名铜奖以及25名优秀奖；
学龄前组和小学组还各评出5个单项奖，分别

为最佳人气奖、最佳视觉奖、最佳构图奖、最佳
色彩奖和最具潜质奖，以及10个优秀组织奖和
6个最佳指导老师奖。

一场盛会随之而来，1月14日下午1：30，阳
光城·翡丽海岸精工新品发布会暨“家门口的亚
运会”公益绘画大赛颁奖典礼将在富阳东方茂
开元名都大酒店三楼富春厅隆重举行。

奥体西一线绽放，时代封面精
工新品

当大富阳正在让“想象力”飞一会儿，畅想
着家门口的亚运会。这个亚运会时代热土——
奥体西，早已成为众所期待的版图。

杭州体育盛事拓疆富阳，将其纳入奥体西
的腾飞版图；互联网产业的一脉汇聚，从云栖小
镇、金融小镇到京东产业园（在建），越来越多的
新兴智慧经济向富阳蔓延，让富阳聚焦着全城
目光。作为富阳融入杭州的东大门板块，阳光
城·翡丽海岸成为衔接杭州的前沿阵地，在滨
江、之江物业擢升的时刻，奥体西未来价值，值
得期待。

热土之上，阳光城·翡丽海岸不负众望，各
类产品在 2017 年均受到富阳购房者的喜爱和
抢购。在约 2000 米一线江岸线旁，阳光城·翡
丽海岸匠心作品——时代封面精工新品，即将
启幕。建筑面积约 90—140m2揽江高层，依托
阳光城·翡丽海岸丰富配套，尽享富阳名门生
活品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1 月 8
日本报报道《亿泰的给我跳下去救
人！》，讲述了大源镇诚兴体育用品公司
门口有一辆汽车翻入水沟，一群好人自
发下水救人的事。不少市民在点赞的
同时，还积极帮助本报寻找其他参与救
援人员。

1 月 8 日，有市民打进本报新闻热
线 63344556 说，大源鸿达气体供应站
送货员付浙江也是第一时间跳下冰冷
的水中救人的，在视频中有他，穿着青
色条纹衣服。

记者联系上付浙江，他说那天午后
他听到旁边有人喊“车掉水沟了”，他与
其他两名路人急忙跑到现场，看见有辆
黑色的汽车底朝天“躺”着。“刚开始跳
下去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本来想先把车
翻个身，但是人太少，根本翻不动。”

对于男性驾驶员未能救回来，付浙
江表示，“真的很遗憾，如果在跳下水的
第一时间能将车翻过身来，也许他还有
希望”。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不是付浙江
在富阳第一次参与救人。2015年的夏

天，有两名在大源溪游泳的年轻人不见
踪影，听到呼救声的付浙江立即放下手
中的工作参与救援。经过 1 个多小时
的搜救，2 名溺水者虽然找到了，但都
已无生命体征。

救人一事在付浙江眼中很平常，他

说是自己做人的本分，不值得宣传。他
说，虽然他是河南人，但爹妈给他取了
浙江这个名字，而且从河南来到富阳已
经15年了，富阳算是第二故乡，也希望
能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市民点赞
跳水救人的付浙江
付浙江不是浙江人，但他想为第二故乡做点什么

天太冷！大伙儿可要注意室内外温差

一个上午,公交公司员工连救两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1 月 8

日，下着雨，室外气温又低，有两名乘坐
公交车的乘客因车厢内外的温差大而
晕厥，幸而公交车司机及时发现，采取
急救措施，并以最快速度送往医院救
治。

到医院半个多小时的车
程，殷师傅仅用了十几分钟

早上7点多，殷振宇师傅驾驶的606
公交车从客运南站开往区医疗中心。
车辆行驶至富春江第一大桥中段时，车
上有位女士突然晕倒在车厢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车上的乘客
都慌了神，不知所措。殷师傅赶紧靠边
停车，拉好手刹，打开双跳灯。有乘客
拨打120急救电话，殷师傅有急救经验，
马上将晕倒的女士平躺在车厢里，连续
给她掐人中。两分钟后，这位乘客恢复
了意识。

经打听，殷师傅得知该乘客姓董，

灵桥人，刚怀孕，当天是去医院产检
的。清醒后的董女士表示仍然浑身无
力。殷师傅将情况告知班组长，在征得
车内乘客同意后，直接将公交车开到了
区医疗中心。平时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一趟车殷师傅仅用了一半的时间。

到达医院后，殷师傅与两名热心的
乘客一同将董女士送入急诊室。因为
殷师傅还有工作，在通知家属后，他便
离开了现场。

事后，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联系了董
女士的丈夫，他说董女士已无大碍，现
已出院，“太感谢这位公交车师傅了，也
谢谢其他乘客的帮助”。

罗师傅：阿姨，你别急，车
我慢慢开

早上8点半左右，罗君师傅驾驶608
路公交车经过金浦路公交站点。此时，
上来两位六七十岁的阿姨，相互搀扶着
坐在爱心座位上。车行驶不久，快到春

城饭店公交站时，其中一位阿姨帮着另
一位阿姨抚摸着胸口，罗师傅从后视镜
中看到阿姨脸色不对劲。他大声喊道：

“阿姨，你别急，车我慢慢开。你实在不
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谁也没料到，在二贸市场公交站
时，身体感到不适的阿姨突然瘫倒在车
厢里。罗师傅赶紧向班组长汇报，在征
得乘客的同意后，将车开往区医疗中
心。

在开往医疗中心的路上，罗师傅从
与瘫倒阿姨同行的阿姨口中，得知她姓
喻，另一个姓胡，两人住在章家庙，原本
打算去恩波公园锻炼身体。到医院门
口时，胡阿姨呼吸了新鲜空气，缓过了
神，她说自己没问题了，便与喻阿姨离
开了。

事后，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联系了胡
阿姨的儿子，他表示胡阿姨当时没事，
安全到了家，但家人还是不放心她的身
体，后又去医院住院检查，感谢司机的
帮助。

《亿泰的给我跳下去救人！》后续报道

热线新闻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1 月 5
日 ，市 民 夏 先 生 打 进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63344556 反映，从 2017 年底至今，区政
府附近（原市心路）区域的家庭固定电话
一直无法使用。该片区独居老人较多，
电话不通导致他们无法与亲人、朋友通
话，严重影响了生活的便捷。同时沿街
商铺的经营活动也受阻，不知是线路整
修，还是其它原因？

根据夏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围绕
着区政府，走访了桂花路与达夫路附近
的小区与商铺。

沿街商铺使用固定电话的已寥寥无
几，从世纪联华超市至区政府公交站点
这一带，仅3家商铺有固定电话，他们表
示是内部电话，可以使用。顺着达夫路
由富春一幼走向郁达夫公园，一幼旁的
小卖部、现代眼镜以及达夫路26号的居
民都表示固定电话可以使用。

记者在现代商厦南面的小弄堂里遇

到此处的住户，一家三口刚从外面回来，
丈夫表示几天都未使用过座机，不清楚
能不能使用。妻子说：“我们这幢的座机
是不能用的，前两天住这里的老人们还
在这里议论，听说是线路出了故障。”

等了一会儿，又碰到旁边一幢的居
民下楼，她说自己是租户，家里没有座
机，不太清楚。

记者拨通中国电信的客服电话，对
方查询后表示未接到这一片存在区域性
故障的问题，有可能是个别住户的线路
存在问题，马上将故障反馈至富阳分公
司。

几分钟后，中国电信富阳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联系了记者，表示从1月2日开
始，确实有几幢住户存在固定电话不通
的情况。这是由于拆除危房时不小心压
断了线路，现已将维修申请上报，随后维
修完毕。

家里座机不通，独居老人很犯愁
原来是拆除危房时线路被压断，现已维修完毕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1 月 5
日 ，市 民 袁 先 生 打 进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63344556反映，渌渚镇百前村已经停水
两天了，有四百多户人家需要到几公里
外去取水，洗衣机、抽水马桶、淋浴全都
用不了。

记者联系上了袁先生，他表示他们
村的饮用水来自山塘水库，以前从未听
说水库缺水的消息，就在1月3日左右接
到一条村里发的短信通知，意思是水库
干枯，马上要停水。“7日晚上水是来了，
但是来半天停半天，现在家家户户的瓶
瓶罐罐都拿来接水了。而且这条引水管
道也是水务公司临时拉来的，不知道今

后会怎样，希望能彻底解决用水难的问
题。”

富阳水务公司新登供水分公司的俞
经理表示，他们是 5 日得到渌渚镇百前
村停水的消息，6 日前往百前村现场勘
查，7 日安装了一条临时供水管道。“这
条管道全天可供水，但有可能因为压力
问题，出水量有大有小。”

对于百前村今后的供水问题，俞经
理说，他们已经与百前村商量妥当，山塘
水库存量不足时，村民可用临时管道提
供的自来水；山塘水库蓄足水时，村民依
旧可以使用原先的供水模式。但保证百
前村村民全天可用上水。

停了水，需要到几公里外去取水
记者联系部门得知，问题已解决，保证村民可用上水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章
强）近日，区城管局城南中队接到市民反
映，鹿山大桥桥墩下有人在生火烧饭。

执法队员赶赴现场，发现桥墩下停
放着 4 辆小货车，旁边摆起了桌椅正在
烧火做饭，经询问，原来4辆车均来自外
地，在鹿山新区路边设摊做点小生意，因

为下雨不便，来到桥墩下躲雨烧饭。
此举影响市容市貌，且存在安全隐

患，执法队员对其进行教育劝离。但是
考虑到当事人生活不易，执法队员提出
可以提供协助，将其引导至位于鹿山新
区的便民服务点。当事人有了落脚点，
十分感激。

桥下炊烟起，却是无奈人

付浙江抱着孙子 本报1月8日报道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