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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成取水点 这个便宜占不得

开车与电动车相撞，对方反而安慰他
本报忠实读者打来电话，分享暖心经历

“这是真正的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前几天我开车
撞了一辆电动车，当时紧张得不行，但被
撞的老刘和闻讯赶来的他弟弟非但没有
骂人、没有指责，反而安慰我不要紧张，说
人没大事就好……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这年头，涉及个人安危等切身利益时，能
理性处事，一切为对方着想，真的不多了，
这是真正的正能量。”清明小长假前一天，
记者接到本报一位忠实读者老陈打来的
电话，
讲述了一个车祸背后的暖心故事。

人带倒，电动车上的老刘重重倒地。
老陈赶紧下车，发现电动车压住了老
刘小腿部位，在辅警和环卫工人的帮助
下，大家合力将电动车拉到路旁，然后把
老刘扶起。大家发现，老刘的小腿肚因受
挤压已严重变形，人不能站立。老陈打开
车门，在大家的帮助下先把老刘扶到车上
坐好，再报警、报保险公司。老陈说，虽然
当时老刘受伤后痛得挺厉害，还是一直在
安慰他不要着急。

上班途中发生车祸

理性处事，让人感动

打进电话的老陈是本报的老读者，今
年 63 岁，20 多年前因缘际会接受过一次采
访，存下了记者的电话。老陈这次报料的
是他前阵子上班途中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老陈说，那天上午 8 点半左右，他开车
去上班，小车每天停在华庭路西侧停车
位。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左转去停车需
等待空隙。等了 1 分多钟，终于有一辆宝
马车停下让老陈左拐，没想到，他刚加速，
一辆迎面骑来的电动车冲到他车头左
边。尽管老陈刹车及时，还是把电动车连

等待家属前来的过程中，老陈与老刘
攀谈起来。老刘今年 60 岁，是鹿山街道江
滨村人，夫妻俩在商业城卖猪肉，妻子还
在肉摊上，儿女都在上班。
10 多分钟后，老刘的家属赶到，据老
刘介绍，是他二弟。面对一个 40 多岁的中
年人，老陈不免有几分担心，怕他因为着
急哥哥的腿伤，冲动之下说出一些比较难
听的话。
可令老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家二
弟来到事故现场，首先跑过来和老陈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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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晴

手，并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来，估计哥哥
没啥大事，去医院检查一下就好了。在老
刘打电话通知家里人时，老陈听到他说得
非常理性客观。
将老刘送到富阳中医骨伤医院后，老
陈陪着做了各种检查，一直忙到下午 1 点
多才办好住院手续。老陈说，老刘自始至
终为他着想，租借推车费、午餐费、陪护费
都帮他一起谈价格，
真的让他非常感动。
“以前在路上也碰到过其他车辆碰撞
的情况，很多人是怒目圆睁、相互指责，也
有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的。像老刘这
样在涉及切身利益时能理性处事，处处为
对方着想的，真不多见，是真正的正能量，
一定要好好弘扬一下这种精神。”老陈在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有几分激动。
随后，记者与老刘取得联系，得知他
住院 3 天，已于近日出院，后来去医院复
诊。虽然没伤着骨头，但小腿肌肉拉伤比
较严重，
医生说起码得休息两三个月。
“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商业城帮老婆
了，肯定会影响生意的。家里还有两个孙
子孙女要带，最近估计家里会乱成一团。”
老刘说。

后天

气温：
8—18℃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李
媚）近日，区城管局新登中队执法队员
巡查至新登镇核心区块杜公路时，发
现一辆绿色重型自卸货车停在路边，
驾驶员用一根水管连着路边消防栓，
正在用消防栓内的水冲洗车辆。
执法队员立即要求驾驶员停止取
水，
出示通过消防专用供水设施用水的
相关审批手续，
然而驾驶员并未办理相
关手续。随后，
车队负责人到新登中队
接受调查询问，经调查，因车辆水箱缺
水，车身比较脏，驾驶员自行找来取水
工具，
擅自通过消防栓给水箱加水并冲
洗车身。次日，
执法队员在杜公路发现
另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未经批准，
擅自通
过路边消防栓取水冲洗车辆。
根据《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城市消防用水设
施实行专用，除火警用水外，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动用。因特殊情况确需动
用的，必须征得城市供水企业的同意，
并报公安消防部门批准”，未经批准通
过消防栓取水、用水的行为，属于擅自
通过消防专用供水设施用水的违法行
为，新登中队现已依法对上述两项违
法行为立案查处。
中队将依据《浙江省城市供水管
理办法》之“未经批准擅自通过消防专
用供水设施用水的，责令其改正，可处
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经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一定时
间内对其停止供水”，对当事人的违法
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城管提醒，擅自通过消防专用供
水设施用水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影响
周围居民用水，也可能造成公共安全
隐患。市民如果发现私自拧开消防栓
取水的现象，
可向区城管局举报。

文明养犬系列活动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张秋
雨）文明养犬关乎居民生活，更关乎城
市形象。为打造优美、和谐、宜居的人
居环境，进一步规范城市养犬行为，近
日，区城管局城东中队开展文明养犬
进社区系列活动。
活动中，城管队员现场指导犬主
填写《养犬登记表》与《承诺书》，免费
赠送贴心养犬手册、拾便袋，普及文明
遛犬观念，向群众详细说明禁养的大
型犬和烈性犬种类、犬只登记及办证

制度，并呼吁养犬人定期为爱犬注射
疫苗和体检，外出遛狗时要使用牵引
绳、及时清理犬粪。据统计，现场共提
交办证申请 13 件，发放宣传手册 100 余
本，有效推广科学文明养犬理念，共建
人与宠物和谐共处的环境。
城管提醒，个人养犬应符合 3 个条
件：
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本市的合
法身份证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有固定住所且独户居住。符合条件者
可到所在辖区中队申领《养犬许可证》。

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
气温：
10—19℃

省书协篆刻委员会

来富开展胡震篆刻艺术研讨

明日春光再现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高若
云）4 月 3 日，
“百年百印”胡震篆刻艺术
研讨暨省篆刻委员会创作基地授牌仪
式在富阳环山乡诸佳坞村胡震纪念馆
举行。来自全省各地书法家协会篆刻
委员会的近 60 名专家参加活动。
仪式上，与会委员就“胡震篆刻艺
术的继承和发扬”
“如何将篆刻艺术融
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等议题展开研
讨，为打造别具一格的印学特色文化
献计献策。
近年来，环山乡充分结合本地特
色，谋划、推动胡震篆刻文化及篆刻技

下一场雨周末到来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进入春天，
晴晴雨雨“习惯性”来回切换。昨日下
午飘起的一波雨水，今天就会停下脚
步。明天，我们将再次迎来明媚春光，
而下一场降雨已安排在本周末登场。
据杭州市气象台监测，昨日上午
起，随着一个低涡系统靠近，临安、淳
安等地率先飘雨，下午到夜里，富阳也
逐渐转为阵雨天气，局部雨量增大为
中等量级。
今天上午，随着低涡系统减弱并
移出，雨水会渐渐停止，转为阴到多
云，等到下午，天况会进一步转好。预
计明天多云到晴，气温也有所回升，最
高气温 18—19℃。
此轮晴好天气比较短暂，双休日
又将有雨水来袭。4 月 10 日白天云系
逐渐增多，当天夜里起有阵雨，要洗晒
和出游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起来；11
日至 12 日，全区转为阴雨天气，局地雨
量可达中到大雨。
区气象台提醒，未来几天，随着雨
水停停下下，气温略有起伏，大家要多
关注冷暖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中央气象台分析，10 日至 12 日，我
国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较大范围降水
过程；12 日至 13 日，北方多地气温下降
4—6℃，局地 8℃以上；15 日前后，还将

艺的传承和发展，打造别具一格的印
学特色文化。自 2012 年底胡震纪念馆
建成以来，省内外许多书画篆刻爱好
者慕名前来学习、采风、创作，通过开
展公益培训、作品展览等方式，让更多
人通过一刀一刻，了解篆刻技艺与篆
刻文化。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环山乡将开
展具有环山特色的“环‘三’红”系列活
动。其中，
“ 百枚印章庆华诞”篆刻活
动立足环山篆刻文化，将传统文化融
入党史学习教育，让古老艺术焕发蓬
勃生机，
让篆刻文化展现时代风采。

五水共治 你我监督
万市浮云岭映山红 天气拍客 陈恒 摄
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届时，江南等
地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还要关注一下海上台风。近日，
沉寂已久的西北太平洋有了台风活动
讯号。目前赤道附近有一股气流活
动，它将催生出新的台风胚胎，并于 4
月中旬靠近菲律宾。如果它发展成今
年第 2 号台风，并且在我国南海附近盘
旋，可能给华南沿海地区带来影响。

4 月 6 日，
新桐集镇前侧
小微水体污染
严 重 ，农 户 污
水 直 排 、无 人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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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1 年 4 月 7 日 16 时发布

由区治水办提供

关于水榭山居车位出售的告知书
尊敬的水榭山居购房人：
感谢您选择水榭山居。作为水榭山居的开发建设单
位，我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依法选择通过出售车位的方式
满足广大购房人的车辆停放需求。自本项目车位对外出
售至今，我司多次提示告知广大购房人及时购买车位。另
本项目还有部分无障碍车位出售，有意的业主前往售楼部
咨询。

现我司温馨提示您：为优先满足您的车辆停放需求，建
议您尽快前往水榭山居售楼处购买车位。2021 年 3 月 31 日
后，我司会将部分车位予以转让。今后如您再有车位购买需
求的，仍可至我司售楼处购买停车位；但若您有购买需求时，
我司已无剩余车位可出售的，您需尝试从本小区其他业主或
者受让车位的第三方处另行购买或承租相应车位，或者前往
社会公共停车场或道路停车泊位自行解决停车事宜。关于

车位出售有任何疑问可电话咨询 0571-61797888。
特此告知，
如有不便，
敬请谅解。
本告知书所指车位出售和转让，
均指车位使用权转让。
浙江融创兴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原莱蒙置业（富阳）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