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吕海燕 记者 许媛
娇）“哇，好大一座庄园，空气又好，天然森
林氧吧！”来自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的援鄂医生梁敏家属感叹道。“欢迎来我
家做客！”只见一位头发卷卷的阿姨早已
站在庄园门口热情地与白衣天使们打招
呼，这就是传说中有着“农夫果园梦”的永
昌庄园女主人俞文雅。勤劳的她带领一
群姐妹在山间地头辛勤地耕种，从事着绿
色生态的美丽行业。

近日，富阳区妇女联合会团结广大妇
女，撑起建设“重要窗口”的半边天，推出

“乘着高铁去旅行——白衣天使在富春山
乡有个家”公益活动。邀请了浙江省范围
内在抗疫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医护工作者
家庭代表，乘着高铁到富阳，开启一段精
彩的富春山乡“回家”之旅。

弘扬抗疫精神的同时，还与当地“我
在富春山乡有个家”代言家庭结成了亲
戚，传播富阳的山乡美景、人文历史、淳朴
民风。为广大都市家庭身心休憩踩出了
两条线路，实实在在为当地农户带来增
收。

梁敏一家和桐洲岛觅石民宿负责人
宋群英结成了亲戚，他说：“因为疫情，已
经好久没有陪家人出来玩了，这次在富阳

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富阳这里的
风景真的很漂亮，山清水秀，人也非常淳
朴，代言家庭对我们的热情接待让我非常
感动，这次与他们结了亲，下次肯定还会
再来玩。”

本次活动共设置了两条线路，线路一
涵盖了富春桃源、风来岭、东梓关等景点，
途经永昌庄园、可在迦密山宿星空房看星
星、觅石民宿吃土家菜、品江鲜；另一条线
路则可以享受安顶山的云雾缭绕、龙门古

镇品三锅演义，还可打卡粉色花海、龙鳞
坝等网红地点，在位于大山怀抱里的听松
居带着孩子撒野。

如何帮助更多女性实现家门口的增
收，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区妇联想了很多
招。“我在富春山乡有个家”的创意由此产
生。最新统计数据，一年多来，富阳1300
多户乡村代言家庭已接待城市家庭13万
余人次，收益超1600万元，带动其他农户
增收200余万元。

白衣天使家庭在安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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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9月16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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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昨日又是
一个湿漉漉又凉飕飕的早晨，有没有
觉得秋天离我们又近了一些？受冷空
气影响，最近几天，富阳最高气温都在
26℃以下，现在正处于夏秋转换的过
渡时期，接下来，秋天的感觉会更加明
显。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上个
周末攒着没下的雨，接下来两天都会
还回来。

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六天（16
日—21 日）富阳前雨后晴，因为夏秋
交替，冷暖空气一言不合就爱“互掐”，
今天开始在高空有北方冷空气南下和
暖湿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富
阳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大范围的强
降雨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为今天中
午到明天夜里，富阳地区有大雨局部
暴雨。

周五（18日）白天还有些“剩”雨，

18 日后期，冷空气占据主导地位，暖
湿气流退去，富阳雨止转阴到多云。
19日—21日富阳阴到多云为主，天空
云很多，阳光不太好。

由于冷空气的到来，气温变化比
较大，18日白天的气温会降到20℃左
右，19日开始最低气温又将下降一个
台阶，预计最低在18℃上下。

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娟介
绍，昨天起一直到 17 日，受到冷空气
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国将出现
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南北方的
雨还不一样。

北方的雨，主要是以冷涡系统主
导的稳定性降水为主，也就是秋雨绵
绵的状态。而南方的雨，主要是副热
带高压边缘引导水汽配合北方扩散
冷空气而形成的，降雨性质以稳定
性和对流性混合为主，雨势就相对较

强。
温馨提示未来两天多阴雨天气，

请注意对山核桃等采收的不利影响。
另外，需关注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
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及城乡内涝等
灾害的不利影响。

夏秋交替，天气转凉，早晚出门
大家多多注意添衣服保暖，可别感冒
了。

富阳迎来强降雨天气富阳迎来强降雨天气
早晚出门请大家注意保暖早晚出门请大家注意保暖

品江鲜、观云雾、结亲戚……

乘着高铁去旅行
白衣天使在富春山乡有个家

烟雨乡村 天气拍客缘份天空/摄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孙鹏）
为深入开展宣传 2020 年新中国人民防
空创立70周年活动，再现富阳人防发展
的成就和变迁，区住建局人防办发起“我
与人防的故事”老照片、老物件征集活
动。区住建局人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党中央号召

“深挖洞、广积粮”，富阳广泛开展群众性
挖防空洞等运动，用于备战备荒。改革
开放后，富阳的人防战备、民众防护、地
下空间管理日益发展。在富阳人防漫长
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鲜
活的故事，定格过一张张生动的照片、留
下过实实在在的物件。

此次征集活动主题为“我与人防的
故事”。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0 年9
月30日。

征集内容主要包括反映富阳人防发
展的老照片、报纸剪报及视频资料与人
防相关的老物件，如手摇警报器、防空洞
照明设备、医药箱等与防空有关的设施

设备；与富阳人防有关的历史故事或工
作经历讲述；其他有价值的老物件。

根据活动要求，征集作品须围绕活
动主题，讲述与人防有关的故事；老照片
（彩色或黑白照片）、视频资料不得标有
水印、Logo 或者多图拼接；照片可翻拍
（翻拍照片需提供照片原件及出处），但
不得改变原始影像，仅可适当作亮度、对
比度、色彩饱和度的调整。

另外，历史故事和人物工作经历要
具有真实性，符合历史实际，不可改编、
编撰；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

老照片、报纸剪报、视频资料及老物
件提供者请以照片或视频的形式发送至
邮箱，留下姓名及联系方式。历史故事
或工作经历讲述以文字的方式发送至邮
箱，并附上个人信息。工作人员将第一
时间跟您联系。邮箱：804539887@qq.
com，联系电话：0571-63343235。提供
符合条件的故事或者照片的市民，可获
得小礼品一份。

“我与人防的故事”

老物件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张帆
楼炳）近日，区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相关代
表赴大源镇育才学校开展“温暖似春 爱
心如流”爱心慈善公益活动，为小学部的
孩子们送去365套崭新的衣物。

大源镇育才学校是一所新独立设置
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学生来自全
国17个省份，11个民族，在地域、经济、
文化、家庭以及学前教育等方面都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本次公益活动的所有捐
赠物品均来自区电商协会副会长单位浙
江朵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朵拉试衣

间），旨在为民工子女送去协会关爱，感
谢外乡来富人员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
献。

协会自今年换届以来，明确以“肩负
富阳电商新担当，塑造富阳电商新形象，
凝聚富阳电商新力量”为己任，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的同时，注重公益实践，传播正
能量。

协会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区电商协
会还将结合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等中心
工作，赴湖北恩施、贵州锦屏等地开展相
关公益活动。

区电商协会开展爱心行动

为孩子们送去365套崭新衣物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孙伟
佳）9月12日上午，新登派出所户籍室工
作人员许慧在工作中发现，户籍室桌子
上多了一只包。通过查看监控，包的主
人很快被找出来了。

原来，当天上午，刘女士一家三口趁
着周末有空，从杭州滨江赶回老家双庙
村，到新登派出所给小孩拍身份证。许
慧接待了他们，并很快地帮他们拍好证
件照，然后刘女士和老公就带着孩子离
开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许慧再次进入
拍证件照的房间，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
女士皮包。她心想，当天是周六，办理业
务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个包应该是刚刚
的一家三口遗落的。

为了快速确认失主的身份，许慧马
上联系视频队员，通过监控回放确认皮
包的失主正是刘女士。令许慧哭笑不得
的是，当她联系上刘女士告诉她包落在
户籍室时，刘女士已经到家半个多小时
了竟然还没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

刘女士老公急匆匆赶到派出所，许
慧核实其身份后将包交给了他，并让他
清点了包里的物品是否有遗失。接过皮
包，刘女士的老公一边向许慧表示感谢，
一边还在说：“我这个马大哈老婆，幸好
这包是落在派出所了，如果遗落在别的
地方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民警也提醒广大群众，希望大家在
外出办事时，看管好随身物品，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给孩子拍完证件照

却把自己的包落在了派出所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陈玮）遇
到突发疾病需要送医院救治时，最怕遇
到的问题便是交通拥堵了。为确保“生
命通道”的畅通，富阳交警部门通过“警
医联动”机制，近段时间来救助了多位群
众。

9 月 13 日下午，交警大队接到一男
子的求助电话，男子语气慌张，说自己的
老婆和儿子可能因为食用了蘑菇而引起
食物中毒，急需送往医院。可是送院途
中需要经过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
所以请求交警帮助。

情况危急，交警指挥分中心迅速指
派城区中队交警前往现场支援，并疏导
交通秩序。与求助男子会合后，交警一
边驾驶警车在前方开道，一边通过“警医
联动”机制，联系送治医院，告知情况，请
医院提前做好救护准备。男子驾车紧随
警车，一路上，尽管车流较多，一些路口
的车辆甚至排起了长队，但驾驶员们在
看到开路警车的提醒后，纷纷避让，患者

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因送医及时，两
名患者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正在
进一步观察中。

另一起“警医联动”的案例发生在8
月24日下午4点多，交警接到市民求助，
称其父亲突然昏迷急需送医，请求帮助
疏导交通。值班交警火速出警，前往求
助者所述地址。警车行驶至高科路时，
找到了求助者驾驶的一辆正打着双闪灯
的白色 SUV，交警随即打开警灯，拉响
警笛，在前方开道，SUV紧随其后，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向医院驶去。

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在警车的引
导下，求助者不到 10 分钟，就将父亲送
到了区人民医院。此时，接到通知的医
护人员早已推着担架床等候在急诊大楼
门口，交警又下车帮着将病人抬上床，一
路扶着，小跑到急诊室，还帮忙挂号就
诊。在得知病人脱离危险，已无大碍后，
两名交警才放心地离开了病房，继续回
到工作岗位上。

家人突患急病需送医，又担心道路拥堵

“警医联动”守护生命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