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张利琴
刘淑琦）发热、头痛不仅是普通感冒或流
感的症状，现在又多了新冠肺炎。不少
市民只要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就担心
不已，生怕自己得了新冠肺炎。

作为基层医护人员，区政协医卫组
委员、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新桐分院
家庭医生唐焕庆发现，不少市民得了普
通感冒就高度紧张，怀疑自己得了新冠
肺炎，而紧张情绪不利于身体康复。为
此，他联合区政协医卫组医护专家，介绍
如何区分普通感冒、流感和新冠肺炎。

三者症状类似之处与差异
唐焕庆说，社区接诊病人多以常见

病、多发病为主，尤其是冬春季，因呼吸
道疾病就诊的病人占了很大比例，包括
普通感冒、流感。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
咳嗽、打喷嚏以及大声说话时产生的飞
沫经过呼吸道传播，或者通过近距离密
切接触传播。普通感冒、流感的症状和
早期新冠肺炎有类似之处，但还是有差
异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新冠肺炎可能造

成的严重后果，容易让市民焦虑。
从症状上来说，普通感冒发病没有

明显的季节性，传染性较弱。主要症状
为鼻塞流涕、打喷嚏，或仅伴有轻度咽
痛、咳嗽，不发热或低热（＜38℃），总体
来说症状不会很严重，5至7天可自愈。
流感为秋冬季高发，传染性强。起病急
骤，高热（体温39℃至40℃），除咽痛、咳
嗽等呼吸道症状外，常伴有全身疼痛、显
著乏力等症状，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
症。而新冠肺炎是2019年底冬季的新近
发病，传染性强，潜伏期长达 14 天且具
有传染性。首发症状可为发热、干咳、呕
吐、腹泻等，随病程进展症状逐渐加剧，
可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呼吸困难，有明
确的患者、可疑患者或疫源地接触史。

出现症状建议先自我评估
唐焕庆说，市民出现发热、咳嗽、咽

痛等症状，建议先自我评估，再决定是否
去医院。如果症状较轻，可以在家休息、
自我观察，避免四处跑动，以防交叉感
染。要多喝开水，症状明显时，可以在家

庭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缓解症状的感
冒药。如果症状较重或在家休息观察3
天后无好转，以及老年人、孕妇、患有较
多基础疾病的患者，建议联系家庭医生
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14天内有
明确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或疫源地
密切接触史的人，必须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出现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时，可
咨询家庭医生，也可通过区第一人民医
院微信公众号“新冠肺炎问诊专区”咨
询。线上咨询需注意医生的回答仅仅是
健康咨询类建议，不作为诊断、治疗、处
方等诊疗性依据，如有必要，仍建议在家
庭医生的指导下前往区第一人民医院进
行疑似病例筛查。

区政协医卫组专家提醒市民，普通
感冒、流感发病率仍居高不下，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仍在继续。要打赢抗疫阻击
战，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最大力量
也在基层。市民应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特别是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以及自身
免疫力低下等高风险人群，要做到“戴口
罩，勤洗手；少外出、不扎堆；分生熟、远
野味；多喝水、勤通风；休息好、强身体”。

如何区分普通感冒、流感
和新冠肺炎

政协委员助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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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恢复
部分公交线路运营
开通“工业园通勤线”“企业复工专线”等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张铖）根
据省、市、区关于做好企业复工等相关工
作的要求，经富阳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应急指挥部同意，富阳决定自2月13日
起，恢复运营 8 条城区公交线路和 5 条进
杭公交线路，同时开通防疫期间临时营运
的“工业园通勤线”“企业复工专线”，并提
供“企业定制专线”服务。

恢复运营的线路
此次恢复运营的8条城区公交线路是

601、602、605、606、607、609、611、616。
514、436、富阳至火车东站专线、富阳至城
站专线、场口至转塘专线等5条进杭公交
线路同时恢复运营，其余线路暂停营运，
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恢复运营的8条城区公交线路首末班
时间为6:30－18:30（2月13日首班时间为
9:00），其中6:30－8:30、16:30－18:30为半
小时一班，其余时间一小时一班。

恢复运营的5条进杭公交线路首末班
时间为6:30－18:30（2月13日首班时间为
9:00），每二小时一班。场口至转塘专线按
正常每天3班运营。

新开通的线路
此次开通的“工业园通勤线”（一号线

至六号线）由富阳公交站始发，分别至鹿
山、东洲、银湖、新登、场口等6个工业园区
（其中场口分百丈畈工业园和塘东畈工业
园）。根据企业上班时间设置早、中、晚各

2班，每天合计6个班次。票价2元。
工业园通勤线一号线（鹿山）：富阳公

交站 7:00、7:20、10:40、11:00、16:40、17:00；
鹿山工业园区 7:40、8:00、11:20、11:40、
17:20、17:40。

工业园通勤线二号线（东洲）：富阳公
交站 6:20、6:40、10:20、10:40、16:00、16:20；
东洲工业园区 7:40、8:00、11:20、11:40、
17:20、17:40。

工业园通勤线三号线（银湖）：富阳公
交站 6:20、6:40、10:20、10:40、16:00、16:20；
银湖工业园区 7:40、8:00、11:20、11:40、
17:20、17:40。

工业园通勤线四号线（新登）：富阳公
交站 6:30、7:00、9:40、10:40、16:20、16：40；
新登工业园区 7:30、8:00、11:20、11:40、
17:20、17:40。

工业园通勤线五号线（场口百丈畈）：
富阳公交站 6:20、6:40、9:20、9:40、16:00、
16:20；场口工业园区 7:40、8:00、11:20、
11:40、17:20、17:40。

工业园通勤线六号线（场口塘东畈）：
富阳公交站 6:20、6:40、9:20、9:40、16:00、
16:20；场口工业园区 7:40、8:00、11:20、
11:40、17:20、17:40。

此次开通的“企业复工专线”（一号线
至六号线）由高铁富阳站始发，分别至鹿
山、东洲、银湖、新登、场口等6个工业园区
（其中场口分百丈畈工业园和塘东畈工业
园），时间为 8：00－22：00，高铁富阳站视
实际客流情况酌情发车。票价2元。

“企业定制专线”主要为企业提供定
制服务，根据区政府获准复工企业的实际

需求，单独提供定时、定点专线定制服务
（联系电话61709006）。

区交通部门提醒
所有营运车辆在每日进场全面消毒

的基础上，首末站继续强化“一圈一消毒”
工作，执行严格的消毒程序，确保车厢卫
生和环境。

当班驾驶员确保身体健康，并测试体
温，正常方可上岗，上岗时佩戴好口罩。
同时，富阳公交公司提醒广大乘客，乘坐
公交车出行时必须规范配戴口罩。

在营运过程中，每位乘客上车前必须
提供电子通行证或纸质凭证，并测试体
温，体温正常者方可乘坐。

在高铁富阳站乘坐“企业复工专线”
的乘客，上车前须与企业联系人取得联
系，确认身份后方可上车；到达终点站后
须由企业联系人将乘客带回企业。

“工业园通勤线”和“企业复工专线”
均实行点到点营运，中途不设上下客站。
各线路票价2元，各类IC卡和移动支付均
可使用。

另外，记者从浙江东南汽运股份有限
公司了解到，为满足企业复工车辆接驳需
求、服务企业员工，东南公司以现有小车、
中巴及大客车车型为平台，在严格疫情防
控工作的基础上，以成本价提供高效、安
全、便捷、舒适的接驳服务。

联系人：董炳洪13588381020（小车），
吴国东 13738182707（客车）；服务电话：
23223208。

物业公司履职不到位被
解约

2018 年 7 月，B 物业公司入驻富春
街道A小区。2019年4月起，B物业公
司因保洁、保安及绿化不到位等物业服
务质量不过关原因，逐步引发大批业主
不满。

2019 年 10 月，小区业主与 B 物业
公司矛盾逐渐扩大化，双方进而演变
为僵持对立。由于单方解除物业服务
合同需物业公司同意或发函之日起满
三个月，同年 11 月 10 日，业主委员会
因物业公司履职不力，以公证方式向
物业公司送达单方解约函，并召开业
主大会、开展公开选聘，选聘了新的 C
物业公司。

恰逢疫情期间，带来防控
压力

今年2月9日，发函三个月期满，小
区业主与 B 物业公司的矛盾依旧无法
缓和，物业公司也不能正常履职，业主
委员会要求物业公司于次日撤出并完
成交接。

然而，该小区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
米，住户近400户，常住人口一千有余。
当下恰逢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疫情防控
压力巨大，在原物业公司撤出后，社区

志愿者和小区业主志愿者提供的值班
力量较为单薄，难以完成小区的日常管
控工作。

如何在防疫时期保障涉事小区新
旧物业正常交接，保持小区防疫管控工
作平稳运行，保证小区居民疫情期间的
健康安全？一场富阳法院提供法律指
导、多部门联动的紧急协调和处置迅速
展开。

专业法律指导助力纠纷
圆满化解

2月10日上午，富阳法院民三庭庭
长黄韦卿带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调
解员参加由区住建局、富春街道办及社
区等共同参与的紧急协调会议。针对
双方争议的物业退出结算金额等问题，
法院从现实状况特殊性和双方利益共
同诉求的角度说理讲法，逐步淡化双方
的对立情绪，再从司法实践经验出发，
以专业视角剖析双方诉求的合理性以
及可行性，并就调处方案提供了相应建
议，双方初步达成一致。

当天下午，在各方协调下，A 小区
与 B 物业公司在小区实地开展查勘交
接，双方最终于傍晚时分达成合同解除
协议，并完成相关手续移交。同时，C
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并承担起物业服务
职能，尽力保障住户的健康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宇雯 通讯员 曹
杰）自富阳新冠肺炎“防疫战”打响以
来，全区各领域基层工作人员纷纷贡
献自己的力量、共同抗疫。近日，团
区委组织26位志愿者成立志愿理发
突击队，为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
工作人员送上理发服务。

“从除夕到今天，几乎天天都在
防控疫情第一线，没有时间理发，头
发都快长成‘F4’了！”志愿理发突击
队的第一位“顾客”——城东派出所
的一位民警一边打趣自己的发型，一
边对志愿者们带来的贴心服务表达
诚挚的谢意。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少理
发店尚未营业，理发成了很多人头疼
的问题。为满足群众的理发需求，2
月11日上午，团区委组织富阳区志愿
理发突击队来到区政府、公安富阳分
局及其下属7个派出所，为抗疫一线
的工作人员提供爱心理发服务。

富阳免费理发志愿服务队成立
已久，但本次疫情期间理发需求量

大，团区委又组织招募了一批新的理
发志愿者。招募信息一发出，多家理
发店店主报名参加，纷纷表示要为抗
击疫情贡献力量。吸纳“新鲜血液”
后，这支拥有26名专业理发师的志愿
理发突击队正式成立。

接下来，志愿理发突击队将继续
前往富春街道、龙门镇、里山镇等地，
为全区24个乡镇（街道）的市民提供
志愿理发服务。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王坤
明）近日，网友施先生向本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报料，2月11日他去交警城
区中队办事时，看到一位志愿者在为
交警理发，一站就是一上午，剪得特
别认真。

经了解，这位志愿者名叫夏挺，
在城区后拔路经营一家理发店。因
为疫情防控期间，城区很难找到仍在
经营的理发店，不少交警很长时间没
有理发了。如今，不少单位陆续开始
返岗复工，城区道路交通也将进入繁
忙期，交警们担心不能以更好的精神
风貌上路执勤，便提出了理发需求。

得知这件事后，2 月 11 日上午，
夏挺带上了整套理发装备前往交警
城区中队，免费为交警们理发。

在中队一楼大厅，夏挺将装备逐
一放置在一旁的桌上，大家还专门搬
来了座椅和楼道上的警容镜，设置了
临时理发位，准备就绪后，夏挺开始
工作。他说，这次他给交警们理的是
当下比较时尚的美式油头，采用的是
他刚学来的渐变剪法，采用这种方式
理发，发型效果好、立体感强，看上去
很清爽，能够更好地展现交警们的精
神风貌。

夏挺打理发型专注细致，得到了
交警们的一致好评。一些年轻交警

理完发后，还拿出手机自拍，晒起了
朋友圈。由于前来理发的交警较多，
夏挺怕误了大家的工作，从上午9点
开始到下午 5 点，一干就是一天，中
途都顾不得休息，共为40多名交警理
了发。

夏挺说：“疫情防控期间，交警们
奋战在一线，真的让我很感动。反正
在家也没事，能够为交警们提供服
务，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心意。虽然晚
上回家后全身酸痛得不行，但真的很
值得。”

交警城区中队负责人说：“夏挺
的爱心和对工作细致、认真、负责的
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全体警员学习。
我们也会以高度责任感和认真的态
度，用更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
中去，服务群众。”

富阳法院紧急协助
处置一起物业纠纷案件

志愿理发突击队
为防控疫情一线人员送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营业理发店难找
小伙义务给交警理发

本报讯（通讯员 何淑芬 陈力 记者 张
柳静）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还有人顶
风作案。近日，富阳警方抓获13名聚众赌
博人员，并全部依法行政拘留。

2月5日晚，公安富阳分局三山派出所
在工作中发现：在本区鹿山街道谢家溪村
蒋某妹棋牌室内，在蒋某妹召集下，费某
峰、余某伟、陆某伟、何某军四人在棋牌室
内聚众赌博，公安机关依法对蒋某妹等五
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2月5日晚，公安富阳分局城东派出所

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在本区富春街道校场
弄38号李某琴棋牌室内，李某琴、潘某群、
倪某平、凌某明等四人聚众赌博。公安机
关依法对李某琴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
罚。

城东派出所当晚在巡逻过程中还发
现，在本区富春街道校场弄52号许某堂棋
牌室内，许某堂、陈某康、朱某灿、凌某国
等四人聚众赌博。公安机关依法对许某
堂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日前，富阳公安结合当前疫情形势，

会同各级各部门，不间断加强疫情防控期
间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发现一
起，坚决查处一起。

富阳警方提醒，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
为，尤其在当下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聚
众赌博更是对自己、家人、社会不负责，于
情于法于理不容。请广大市民为了自己
和家人的安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一旦
发现聚众赌博行为，公安机关将从重从严
处罚。市民如果发现身边有人参与赌博，
也可以拨打110举报。

疫情防控关键期聚众赌博
富阳警方拘留13人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高金金）
前两天，东洲派出所传达室来了一对母
子，放下一箱方便面、一箱饮料和一些口
罩后便匆匆离开。通过监控，协辅警陆燕
峰认出了母子俩开来的车子。原来，这对
母子年前还“进过”派出所。

一个多月前，东洲街道一名小伙阿宇
（化名）离家出走了，他的母亲急得报了
警。正巧，东洲派出所协辅警陆燕峰和阿

宇是同村，两人年龄相仿，还是微信好
友。于是，陆燕峰通过微信联系了阿宇。

在陆燕峰的开导下，阿宇敞开心扉，
说出了离家出走的原因。原来，他之前交
友不慎，因为朋友在网络平台上借款30多
万元，如今到期了，自己却无力偿还，怕父
母知晓后责怪，只能离家出走。在外面的
日子，他提心吊胆，希望获得父母的原谅。

东洲派出所分别做了阿宇及其家人

的思想工作，还将双方约到派出所见面，
把事情说开。经过这次的事，阿宇学到了
很多，承诺今后脚踏实地好好生活。阿宇
的父母也为儿子改过自新感到欣慰。

“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看到现
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还天天在一线坚
守，我们帮不了什么，只能送点物资来，希
望你们在一线都能平平安安！”联系他们
时，阿宇的母亲对民警说。

东洲派出所传达室
一对母子放下两个箱子就走了

记者 何芳芳通讯员 富法

2月10日傍晚，在区住建局主持，富阳法院民三庭派员提供专业法

律指导下，经过各方努力，富春街道A小区与B物业公司最终达成物业服

务合同解除及移交手续，C物业公司正式进驻，该小区防疫管控工作得以

平稳交接运行。

至此，一起疫情防控期间关乎400户小区住户健康安全的物业纠纷

得以妥善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