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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9年2月10日16时发布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昨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
一天，全国各地都迎来返程高峰。可惜天公不作美，
阴冷潮湿的天气给返程带来了不少麻烦。

先来回顾一下春节假期的天气。这个春节，天
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最舒适的一天非2月6
日莫属，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最高气温升到20℃以
上。然而好天气并没持续多久，这是春节假期阳光
的“最后一班岗”，2月6日后半夜，阴雨赶来“换班”，
直到假期结束，阴雨天气成为“富阳一霸”，占据了主
要舞台。受冷空气影响，2月7日白天北风较大，温
度下滑，7—10日白天最高温都跌至10℃甚至更低，
湿冷“魔法攻击”重返富阳。

2月9日，杭州多地出现雨夹雪天气，朋友圈也
有不少人晒出雪籽。要说昨天的天气，那就是一个
字：冷！再加个字形容：湿冷！更“冻人”的是，未来
一周，富阳的天气依旧是雨雨雨。

市气象局预测：今天白天降水会有所减弱，可能
有短暂的降水间歇。雨水也跟着我们“开工”：由于
暖湿气流较为活跃，未来几天，阴雨天还要持续一周
甚至更久，阳光又将成为稀缺品。虽然雨势不强，基
本以小雨为主，但架不住天天下雨这势头，衣服晾不
干，袜子又要不够穿了。

气温方面，今天起，气温正式踏上回升之路，可
是有雨水“作祟”，今天富阳还会维持湿冷模式，要到
周三才稍有好转，防寒保暖仍是重点。春运已进入
返程高峰，雨雪天气将对春运交通带来较大影响，建
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交通信
息，提前安排返程时间和路线。

在美食和美景中徜徉了一个假期，回归工作，大
家要注意调节起居时间，调整饮食结构。只要心里
有阳光，阴雨天也可以成为一种浪漫。

返程高峰遇雨雪

雨水是接下来的主角

气温：7—11℃

后天 阴有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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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富阳区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报告出炉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陈人）近日，
《2018年富阳区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报告》新鲜
出炉。报告显示，2018年富阳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为 25.73%，较 2017 年浙江省居民素养监测水平
（23.03%）高出2.7%，超过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的
2020年要达到24%的目标。

什么是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

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
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它是人群健康状况的
一项较长的预测指标，与居民平均期望寿命、孕产
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共同作为衡量一个国
家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25.73%是什么意思
2018年富阳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5.73%，这

表明2018年我区每100个15—69岁市民中，约有25
人具备基本健康素养，了解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
掌握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内容，并具备基本健康技
能。

哪些人参与了调查
健康素养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由省级抽取大源镇、永昌镇、新桐乡、渌渚镇4个乡
镇8个村（社区）合计调查645户。调查对象为15至
69 岁常住人口（居住本地 6 个月以上），其中男性
337人，女性308人；平均年龄51.29±11.09岁；文化
程度主要为小学（27.13%）和初中（37.05%）；职业以
农民为主，占58.45%。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有哪些特点
从性别来看，男性健康素养水平（26.04%）略高

于女性（25.43%）；从年龄来看，年轻人高于老年人，
25—29 岁年龄组最高（66.25%），60—64 岁（1.18%）
和65—69岁人群（3.91%）较低；从文化程度来看，受
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从职业来看，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素养水平为60.88%，高于其他职业
人群。

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健康基本技能素养的比例分别为42.86%、25.09%和

22.48%。
具备六类健康素养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

安 全 与 急 救 素 养 62.51% 、科 学 健 康 观 素 养
56.99%、健康信息素养 30.42%、慢性病防治素养
29.77%、传染病防治素养 28.07%和基本医疗素养
20.64%。

监测数据表明，我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体水
平在提升，但还不够高，城乡、人群间发展不均衡，
居民对各类健康问题的认识水平不均衡，尤其是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提升较慢。

如何获取健康素养知识
一是关注卫生行业的官方微博、微信与网站。

国家层面可以关注“健康中国”“健康报”，省级层面
可以关注“健康浙江”“浙江健康教育”，市级层面可
以关注“健康杭州”“杭州疾控”以及各市级医疗卫

生单位的官方微博、微信及网站；县区层面可以关
注“富阳卫生”“富阳疾控”以及各医疗卫生单位微
博、微信及网站。

二是积极参与卫生部门组织的各类广场宣传
活动、单位和社区组织的讲师团健康知识讲座等。
专家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方式为您解答
健康方面的问题。

三是关注报纸、电视台及电台中由卫生部门主
办的健康类节目、健康公益广告，如报纸栏目《健康
富阳》、电视栏目《健康 121》、广播节目《健康加油
站》。

四是在门诊、住院等就医过程中咨询主诊医
生，获得各类健康处方；听从主诊医生的医嘱；关注
村（社区）、社卫中心、医疗单位健康教育宣传栏和
电子大屏。

五是自行订阅购买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专业
健康书籍。

我区不同职业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醉驾男子弃车躲藏
被抓时坐财神像上“傻笑”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沈露晨）正月初二晚，
富阳交警大队在城区及各乡镇（街道）开展了一次春节
酒驾整治行动，设检查卡点7处，出动警力64人，现场
查处2起醉酒驾驶和2起酒后驾驶。

当晚8点30分左右，执勤民警在卡特兰酒店门口
的卡点进行检测时，发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越野车
突然停在马路中间，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匆匆跑向卡
特兰酒店大门。民警怀疑其涉嫌酒驾，随即上前追寻。

为缩短巡查时间，交警封锁了酒店所有出口，并调
取监控，发现西侧大楼3楼有一人行迹诡异。民警上
楼一番寻找，最后在阁楼楼梯口的角落里，发现一层
布，下面露出一只脚。拉开布料，只见一男子坐在一尊
财神爷雕像上“傻笑”，正是那名逃跑的司机。民警随
即将其带回，做了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为109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驾驶。

经查，该男子姓何，新登人，2017年就曾因危险驾
驶罪被吊销了驾照。事发当晚，他和朋友聚会，喝了两
杯白酒。平时他有专职驾驶员，但正月驾驶员回家过
年了。他觉得正月初二交警应该不会查酒驾，就自己
开车回家，谁料车子开到卡特兰酒店附近，前面竟然有
酒驾检查卡点，慌乱之下弃车逃跑，结果仍被交警抓
获。这个正月，何某肯定不好过了。

第一波“迎春”檫树花（天气拍客 简单人生 摄）

以为22岁儿子在水库溺亡，母亲当场昏厥被送医

他却赤身裸体躲在别人家床底，正准备饿死自己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羊益军 俞国平）

300多年前，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面对兵临城下
的清朝军队，原本打算跳湖殉国，最后却说了一句

“水太凉，不能下”，导致晚节不保。
近日，万市镇白石村也有一位 22 岁小伙子小

钟，因水太凉“上演”了一出闹剧，不仅惊动了公安、
消防和民间救援队，还把自己的母亲吓得当场昏
厥。结果只是虚惊一场。当时他正赤身裸体躲在
别人家床底，准备饿死自己。

欠了一屁股赌债
除夕人不见了

除夕原本是欢欢喜喜吃团圆饭的时候，白石村
小钟的父亲却心急如焚，匆匆跑到万市派出所寻求
帮助。原来，小钟之前因为沉迷赌博，欠下20多万
元的债务，亲人想方设法替他还了钱。按理说他应
该在家好好反省，好好过年，但2月3日下午2点之
后，小钟突然不见了，亲朋好友四处寻找也不见其
踪影。

这才有了第二天小钟父亲赶到派出所的一
幕。万市派出所民警羊益军说：“当时他父亲就是
想来看看监控，搞清楚孩子到底是外出了还是仍在
村里。监控显示他没出村，他父亲就急忙赶回村里
继续寻找。”

在水库附近找到衣物
众人推测他已遭遇不幸

2 月 5 日 6 点多，经过两日寻找终于有了点线
索，但却不是好的征兆。有村民在白石村后头坞水
库附近的树丛中发现了失踪者小钟的衣服、鞋子、
手机等物品，怀疑他跳水库自杀了，立即报警。

当天正好是羊益军值班，接到警情后，他带领
协警立刻驱车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情况勘查，民警
推测小钟可能已落水，马上展开救援。在这个本该

家人团聚的日子，却得到儿子可能已遭不测的消
息，小钟的母亲无法接受，当场昏厥，倒在地上。民
警迅速安排人员将她抬到山下，送往万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治疗。

随后，万市派出所值班领导张海峰带领增援力
量赶赴现场，并联动消防、龙羊猎人救援队、狼群救
援队、万市镇政府进行增援。

10点50分，新登消防中队、龙羊猎人救援队、
富阳狼群救援队等搜救力量全部到位。从现场情
况分析，小钟最有可能是在后头坞水库溺水自杀。
水库处在深山之中，当地村民说，水库虽然不大，但
最深区域达七八米，水下环境比较复杂。

了解情况后，大家展开了水上搜救，消防队员
架起3台水泵抽水，以降低水位。狼群、猎人救援队
员驾驶两叶冲锋舟在水面搜寻。冲锋舟拖着滚钓
来来回回，持续了3个多小时，整个水面搜索了10
多遍，却没有任何收获。狼群救援队队员陈锋说：

“像这样轮番密集搜索，哪怕是虱子也该被找出来
了。”

小钟到底会去哪里？搜救人员作了进一步分
析：他如果真的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为什么还要
脱下衣服、鞋子放在岸边？白石村与临安交界，如
果他一走了之，但不穿衣服、还光着脚，身边又没带
钱和身份证，肯定也走不远。村口的监控也找不出
他外出的画面。

狼群救援队队长陈剑明怀疑，小钟会不会制造
溺水自杀假象，以躲避追债人？要躲的话，一般也
会躲在他熟悉的环境之中。水库边上几米外就是
小钟家的老房子，这房子前几年已转让给别人，春
节之前这户的主人回贵州过年了，正好没人居住。
小钟会不会躲在这房子里呢？

赤身裸体躲在床下
他准备饿死自己

有了这一思路，救援人员分成两拨，一拨继续

进行水上搜救，一拨分流部分人员到老房子及周边
区域搜寻。

下午2点左右，有人发现老房子的边间房门被
反锁，便爬上房顶查看室内情况。羊益军说：“从屋
顶往里面看，一点痕迹都看不出。”但村子就这么
大，来来回回已经找了那么多遍，小钟不可能凭空
消失。

民警指挥狼群队员破门检查，队员用斧头砸开
房门，进入房内搜寻，发现床铺下面塞着棉絮，觉得
十分可疑，掀开床铺一看，竟然有一个赤身裸体的
人躺在那里，一问，正是失踪者小钟。

小钟到底为何失踪
又为何故布迷阵

小钟说，之前，他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尽管
姐姐替他还了钱，但他还是觉得不甘心，总想着去

“翻本”。2月3日，他母亲去集镇买年货，手机忘在
家中，他便通过手机从母亲的账户上转了1万元钱
给自己，继续赌博，谁知道又输了个精光。他觉得
自己再也没脸面对家人，便玩起了失踪。

除夕当晚，他来到后头坞水库，脱下衣服，光着
身子走向水中。水漫至胸口，冻得够呛的他只好上
岸。过了一会儿，他下定决心再次下水，但冰冷刺
骨的水流还是把他挡了回来。

之后，小钟便来到水库边上的老房子，反锁房
门，把自己藏在棉絮里呼呼大睡。直到搜救队员
破门而入，把他从床底下拉出来，他才睁开眼。后
来，他告诉民警自己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跳水库
自杀失败后，他就决定躲在空房间里，慢慢饿死自
己。

富阳警方提醒大家：赌博不仅危害个人、家庭，
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轻则使人破财，重则倾家荡产，
失去生命。奉劝沉迷赌博之人，知法守法、远离赌
博，斩断靠赌博投机的念想。只有靠双手勤劳致
富，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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