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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查获“重量级”
超限车
过磅后总重 142.5 吨，超限 93.5 吨，
超限率 190%

“走读富阳”走进新城鹿山

聆听过去和未来
本报讯（通讯员 傅娅 ）鹿山街道境
内，曾发生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事
件，这些事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需要
后人在研发中妥善保护。由区文广新局
主办、区图书馆承办的 2018“走读富阳”第
九站活动将于 6 月 14 日上午 9 时走进鹿山
街道汤家埠村。活动邀请了富阳地方文
化研究学者张建华，为大家讲述“历史遗
迹在开发中的保护”。欢迎有兴趣的市民
前往聆听，
报名电话：
63392871

记者 方梁 通讯员 蒋永兴

昨日凌晨，区交通局路政、运政部门与交警部门联合执法、精准打
击，成功查获 10 辆超限运输车辆，其中一辆总重 142.5 吨，打破了之前
138 吨的纪录，
成为至今为止在富阳查获的最重超限车。

昨日上午，记者在位于东图的富阳
区 320 国道超限运输监测站里看到，近
千平方米的空地已被数十辆大型运输
车停得满满当当。工作人员说，这些车
辆都是 6 月 1 日联合执法以来查获后等
待处理的超限运输车。
据介绍，
富阳对于破坏路域环境、
危
害出行安全的超限超载、抛洒滴漏等公
路违法行为一贯持高压态势。6 月 1 日
起，路政、运政、交警等部门推出了车辆
超限超载整治常态化、制度化联合执
法。截至昨日，
不到两周时间，
已经查获
超限运输车辆 57 辆、
抛洒滴漏污染公路
车辆 16 辆，
卸货 2000 多吨，
成效显著。
6 月 11 日，联合执法人员对过境富
阳的严重超限运输车辆展开针对性的
打击行动，首先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及时
掌握动态信息，了解到可能会有大量超
限运输车辆于当晚进入富阳境内，便提
前进行了布置。
当晚 23:00，违法车辆有了动静，执
法人员根据行动方案，进入指定地点守
候。由于违法车队有专人专车放哨，甚
至跟踪执法车辆，为车队通风报信，执
法人员特意将守候地点设置在比较偏

远的地方，通过视频监控等方式掌握对
方动向，以便算准时间，
精准出击。
凌晨 2 点左右，违法车辆开始进入
富阳境内，粗略估算，竟然多达 3 支车
队 40 多辆，均从桐庐方向驶往常绿方
向。执法人员立即出动拦截，违法车队
措手不及，纷纷在向后车报警的同时四
散逃窜。执法人员分头截击，在 19 省
道上官段成功截获 5 辆，人车并获，引
导进入位于东图的富阳区超限超载监
测站。另有 5 辆车逃入场口开发区，最
后见无法逃脱，驾驶员锁车逃离，车辆
也被执法人员牵引到超限超载监测站
内停放。
经过磅检测，
这次查获的 10 辆重型
运输车辆均超限 100%以上。在场口开
发区查获的 5 辆中，有一辆运输石粉的
安徽牌照车辆，过磅后总重 142.5 吨，而
其限重仅为 49 吨，超限 93.5 吨，超限率
190%，
一举打破之前 138 吨的纪录，
成为
至今为止在富阳查获的最重超限车。执
法人员表示，接下来将依法对违法车辆
进行处理，
同时追查其余车辆，
尤其是逃
逸人员，这些车辆所涉及的人员和企业
都将面临从严从重的顶格处罚。

气温：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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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的过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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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21—30℃

多云到阴，偶有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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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夏至临近 杨梅已红
梅汛期离我们不远了

本 报 讯（记 者 胡 红 吉）谚 语 说
“夏至杨梅满山红”，一年一度的杨梅
季已经拉开帷幕。6 月 21 日（下周
四）将迎来夏至节气，梅汛、高温将成
为接下来富阳天气的
“主角”
。
过去两天，尽管有云层遮蔽，阳
光不算很灿烂，但富阳白天的气温明
显升高，很多小伙伴都不淡定了：继
今年 5 月中旬出现异常偏早的“高温
连续剧”之后，是不是又要再来一轮
高温？
按照区气象台的预测，今天最高
气温会止步于 33—34℃，出现 35℃
以上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不大。需要
提醒的是，午间阳光紫外线较强，防
晒防暑不可松懈，注意多喝水。同
时，农户们要利用好本周的连晴天
气，及时采摘桑椹、杨梅、蓝莓等时令
水果，提高经济收益。
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受西南季
风“上岸”的影响，富阳云量进一步增

多，可能偶尔还会飘点零星小雨，最
高气温也将回落到 28—30℃，体感会
凉快一些。
西南季风的变化，其实是梅汛期
来临的前兆，
“@中国气象爱好者”对
此做了专门分析。昨天，随着今年第
5 号台风“马力斯”的明显减弱，西南
季 风 调 转 方 向 ，全 面“ 对 准 ”我 国 ，
2018 年真正的主汛期即将到来。
具体来看，今天开始，在副热带
高压的配合下，西南季风将花费 10
天时间，分三步北上，华南“龙舟水”、
台湾梅雨、江南梅雨、长江梅雨可能
依次上演。其中，6 月 16 日至 18 日，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西南季风将
越过南岭至武夷山一带来到江南，雨
带北抬到湖南—江西—浙江—闽北
一线，我们江南地区可能就此进入梅
雨期。
副热带高压和北方冷空气的缺
席，造成了富阳本周的好天气，同时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为了传承中华
传统，共同庆祝端午节，富阳区迈拓公益
服务中心举办纪念“端午节”包粽子比赛
活动开始报名。
此次活动由区迈拓公益服务中心主
办，区大源镇团委、区大源镇妇联、区泰隆
银行大源支行协办。比赛时间为 6 月 16
日上午 8 点，在大源镇亭山东路 25 号泰隆
银行门口举行。比赛将评比出一等奖两
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奖品分别为
三件套礼品锅、两用蒸锅与大米。报名可
联系陈小玲，联系电话 13738034681。报
名人数限 50 人 ，
报满为止。

妇科手术实现
“无疤”

后天

多云

“端午节”有场包粽子比赛

明天

今日天气

活动早知道

又到一年杨梅季（天气拍客 罗晓钧 摄）
也导致了今年梅雨的迟到现象。不
过，下周副热带高压会逐渐增强，同
时北方冷空气也趁机南下，富阳会
进入一个阴雨天气较多的时段。
说起来很有趣。很多朋友都向
记者打听梅雨的事情，既奇怪它为什
么还不来，也害怕到时真来了，又受
不了那种一年一次的潮湿闷热。所
以，
别多想，
享受现在的好天气吧。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6 月 13 日）
空气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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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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 16 时发布

区妇保院成功实施单孔腹腔镜手术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詹超群）近
日，年近 40 岁的雷女士因月经超过 15 天没来，
到区妇保院妇科就诊。经超声科检查，居然是
“异位妊娠”，也就是俗称的“宫外孕”。当天，
雷女士被急诊收入医院，大妇科主任、主任医
师方淑英与妇科二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晖，
共同为雷女士实施了首例单孔腹腔镜手术。
按照医院以往的“异位妊娠”手术经验，类
似的腹腔镜手术需要在肚子上打 3 个孔。考虑
到雷女士还年轻，为避免对她以后的生活造成
太大影响，方淑英和张晖商量后决定，为雷女
士实施单孔腹腔镜下输卵管切除术。这对操
作技术与仪器设备的要求更高。
单孔腹腔镜的优势在哪里？方淑英介绍，
传统的开刀手术和多孔腹腔镜手术，是目前妇
科的主要治疗手段。前者不仅存在手术危险
性大、创伤大及后期恢复时长等缺点，而且长
长的手术疤痕，常给患者带来终身的痛苦回
忆。后者尽管已经是对传统开刀手术的发展，
但是也存在恢复期较长、术后仍留有数个小瘢
痕等不足。
而单孔腹腔镜，是将原来在腹部的多孔，
都集中到脐部一个切口，所有的操作器械和摄
像系统都在此切口进入。肚脐是一个天然瘢
痕，手术过后，脐部的手术瘢痕因脐部天然瘢
痕的存在，
完全可以被忽略。
相比较来说，单孔腹腔镜是在保证安全、
达到相同疗效的前提下，更加微创的一种手
术。它一般用于盆腔炎性包块、粘连分解、输
卵管切除术、卵巢良性肿瘤手术治疗、子宫肌
瘤或子宫肌腺病手术治疗等。
结果证明，雷女士的单孔腹腔镜手术效果
很好。方淑英和张晖都认为，单孔腹腔镜手术
的成功实施，让女性的无疤痕手术不再是梦。
这也意味着区妇保院妇科腔镜微创技术，又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了解，今后区妇保院妇科将在微创单孔
手术过程中继续探索，逐步在子宫肌瘤、卵巢
囊肿、全子宫切除等方面应用此项技术，打破
常规、挑战传统，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全区妇女
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