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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年4月15日16时发布

今日天气 多云到阴
气温：8—20℃

明
天

多云
气温：11—22℃

后
天 气温：11—25℃

晴到多云

一路晴好到周五 开启“奔三”之旅
受冷空气影响，早晚天气偏凉，合理调整衣着，谨防感冒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4月已经过半，今
年的春季也走过半程了。本周的天气，就将
演绎真正的“仲春”时间，昼暖夜凉，春光晴
好。

回顾过去的一周，春天这位“姑娘”的脾
气有点大。上半周热情如夏，气温在30℃左
右上蹿下跳，而到了下半周，突然就回到了冬
末春初，让人再次领教春寒的威力。

幸好，昨天开始，阴雨退场，富阳又迎来
了阳光相伴的日子，很多市民都抓住周末的

“小尾巴”出门撒欢，各个景区公园里又恢复
了热闹的画面。

根据区气象台的最新预测，今天到本周
五，一连串晴好无雨的天气在等着我们“享

用”，各位可以多出门活动筋骨啦。
具体来看，今天有一次云量增多的过

程，阴晴不定，受冷空气“后遗症”的影响，早
晚气温仍然比较低，只有8℃，大家别急着减
衣，以免感冒。明天开始，天况逐渐转好，阳
光越来越殷勤，气温也将如离弦之箭扶摇直
上，等到本周四、周五，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能
再次向着30℃蹦去。

另外关注一下今年的汛期趋势。昨天
是“浙江省防汛防台日”。根据长江流域气
象中心的最新预测，今年 5 月，长江流域除
了上游大部分地区外，降水偏少一至三成，
全流域气温大部偏高；今年6月到8月主汛
期，长江流域旱涝并存，长江中下游降水可

能偏少。因此，一方面要警惕局部强降水造
成严重洪涝灾害，另一方面要防范因降水时
空分布不均造成的干旱。

九仰坪的“惊艳红”（天气拍客 罗晓钧 摄）

记者 许媛娇

“我想在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没有什么目的，希望他学

习上进、身体健康就好。”71岁的俞祖卿找到本报记者，希望

通过报纸，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想见的是11年前从河里救

起的小男孩，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俞祖卿到现在还记得很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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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老人在大浦闸河段救起一个落水的孩子
11年后，老人有个心愿——

“我想在有生之年见他一面”
知情人士可拨打63106018与本报联系

11年前的事，老人还记忆犹新
2007年9月1日的《富阳日报》，俞祖卿珍

藏了11年。那篇《六旬老人勇救落水儿童》的
报道说的就是俞祖卿救人的事迹。“那天有3
个人到河边玩，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年龄大概
十三四岁，其中一个男孩不小心落水，是那个
女孩跑到我店里来求助的。”俞祖卿说起那天
的场景，他说，当时那个女孩焦急得眼泪都出
来了。他放下店里的工作，马上随女孩来到河
边，脱了工作服就跳下水。男孩落水的地方是
苋浦河大浦闸河段，而俞祖卿工作的地方就在
大浦闸桥头。

“我是绕到后面，把他推上来的。”俞祖卿
小时候也有过溺水的经历，他说，小时候自己
并不会游泳，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把
他一把抛到水里，他就不断往下沉，窒息的感
觉让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从那之后，俞祖卿
就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到了水里会发现，
水下面是亮的，水面上是黑的，溺水的人会往

亮堂的地方走，所以会不断往下。”俞祖卿说，
如果从溺水者正面施救，很容易被拽下去，导
致双方都会有生命危险。

俞祖卿是 1993 年来到富阳的，原先在场
口工作，也救过人。他是富阳供销社的退休职
工，1989 年还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在我
印象中，俞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典型的
热心肠。”2007 年本报采写该新闻的记者回
忆，当时是围观的群众拨打本报热线，才知道
有这样一件事。“去采访俞祖卿的那天，天气很
热，我还让他指明男孩落水的位置，报纸上的
照片，就是那时拍下的。”

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孩子一面
为什么过去了 11 年，突然想找这个男孩

了呢？俞祖卿说，前段时间，他作为市民代表
到文创大厦参加了第十三届富阳十大百姓新
闻人物颁奖典礼。在颁奖典礼现场，俞祖卿被
获奖者的事迹感动。在看到有人奋不顾身跳

进河里救人的事迹时，11 年前的场景一下子
跳进了俞祖卿的脑海，当年他也曾奋不顾身救
起人。

“我已经退休了，也没什么目的，生活过得
很好，身体也健康，只是我71岁了，再过10年
就81岁了，就是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见见这
个孩子，也算是一个朋友吧。”俞祖卿说，现在
这个小孩应该长成大小伙了，想知道男孩的学
习、生活情况怎么样，只要知道他一切都好就
好了。

俞祖卿退休后，就一直在区水利局西南面
的同春堂里免费给市民提供咨询，救人那天，
他也是在这家药店里，这家店的位置一直没有
变过。俞祖卿说，那天只想着救人，人救起来
后，也没多问其他情况，他估摸着，小孩子回家
之后也不敢告诉父母。他说，如果有缘分，那
个孩子看到了这个新闻，或者他的同伴看到
了，希望能去店里看看。当然，有知情人士也
可以拨打电话 63106018 与本报联系，为老人
完成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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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
员 丁宁）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办
结杭州环猫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策
划传销案和杭州富阳影康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
案，并对两家公司共计处以罚没
款158.5万元。

去年 11 月，区市场监管局
稽查大队查获杭州环猫科技有
限公司涉嫌传销案，并在第一
时间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将
该公司一银行账户的涉传资金
进行冻结。通过几个月的调查
取证，查明杭州环猫科技有限
公司以运营“五福寻宝”游戏为
名，以交纳 5 千至 5 万元不等投
资款作为入会条件拉人头，以

下线的销售业绩给付上线报酬
来牟取非法利益。

另查明，自去年 10 月起，杭
州富阳影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向杭州环猫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4 个银行账户，为杭州环猫科技
有限公司“五福寻宝”会员提供提
取现金转账服务，属于为传销提
供便利条件的违法行为。当事人
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区市
场监管局于日前下达处罚决定
书，决定没收杭州环猫科技有限
公司违法所得103.5万元，并处罚
款 50 万元，共计罚没款 153.5 万
元，另对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
杭州富阳影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处罚款5万元。

富阳查获两起网络传销案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张铖 何淼军）根据富阳区城乡公
交一体化进程，为了方便大源镇
史家村、三岭村村民的出行，4月
15日起，富阳公交公司对富阳客
运南站至虹赤的公交线路进行优
化调整，分别延伸至岭下、中方
坞、梅树坞、史家。

调整后的客运南站—岭下线
路走向为：富阳客运南站—竹简
路—蔡伦路—大桥南路—经纬路
—亭山路—汽觃线—徐樟线—虹
赤—岭下。途经站点为：富阳客
运南站、震龙、大源农贸市场、大
源 1、大源 2、大源镇镇府、龙门
湾、后田坂、蒋家村、东前、溪东、
兰庄、美新苑、新关头、墨斗山、石
井山、石井畈、觃口村委、大源二
小、班峰、青山2、青山桥头、牛头
岭、菖阳、下阳、虹赤、土地庙、大
坞里、横山庄、三岭村委、三支头、
光石塔、造纸厂门口、岭下。首末
班时间为：富阳客运南站 5:35—
17:00，岭下6:30—17:50。

调整后的客运南站—中方坞
线路走向为：富阳客运南站—竹
简路—蔡伦路—大桥南路—经纬
路—亭山路—汽觃线—徐樟线—
虹赤—中方坞。途经站点为：富
阳客运南站、震龙、大源农贸市
场、大源 1、大源 2、大源镇镇府、
龙门湾、后田坂、蒋家村、东前、溪
东、兰庄、美新苑、新关头、墨斗
山、石井山、石井畈、觃口村委、大
源二小、班峰、青山2、青山桥头、

牛头岭、菖阳、下阳、虹赤、土地
庙、大坞里、横山庄、三岭村委、中
方坞。首末班时间为：客运南站
7:55—14:25，中方坞8:45—15:20。

调整后的客运南站—梅树坞
线路走向为：富阳客运南站—竹
简路—蔡伦路—大桥南路—亭山
西路—亭山东路—汽觃线—徐樟
线—虹史线—梅树坞。途经站点
为：富阳客运南站、震龙、大源农
贸市场、大源1、大源2、大源镇政
府、龙门湾、后田坂、蒋家村、东
前、溪东、兰庄、美新苑、新关头、
墨斗山、石井山、石井畈、觃口村
委、大源二小、班峰、青山2、青山
桥头、牛头岭、菖阳、下阳、虹赤、
虹赤新居、公德桥、窑坞、相对坞、
梅树坞。首末班时间为：客运
南站 5:45—16:40，梅树坞6:40—
17:20。

调整后的客运南站—史家线
路走向为：富阳客运南站—竹简
路—蔡伦路—大桥南路—亭山西
路—亭山东路—汽觃线—徐樟线
—虹史线—史家。途经站点为：
富阳客运南站、震龙、大源农贸市
场、大源 1、大源 2、大源镇政府、
龙门湾、后田坂、蒋家村、东前、溪
东、兰庄、美新苑、新关头、墨斗
山、石井山、石井畈、觃口村委、大
源二小、班峰、青山2、青山桥头、
牛头岭、菖阳、下阳、虹赤、虹赤新
居、公德桥、史家村委、里新屋、史
家。首末班时间为：客运南站
5:30—16:50，史家6:30—17:40。

富阳新增4条农村公交线路

周边资讯

杭州首个机器人停车库年内开放
本报讯 随着自动泊车技术

与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
停车库正日益普及。日前，记者
了解到，杭州首个机器人停车库
预计在今年内开放使用。目前，
这个位于湖滨银泰综合体五期的
机器人停车库的主体建筑已基本
施工完毕。

停车库采用了最新的机器人
技术，停车管理和停车便利上升
到了新高度，引入海康威视智能

化停车系统，为杭城首家AGV机
器人停车库。

什么是AGV？AGV即“自动
导引运输车”，是指装备有电磁或
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它能够沿
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
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
车。该系统采用海康威视成熟的
视觉和惯性双导航技术，实现定
位导航、控制平板智能机器人全
自动模式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