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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
微博话题#消失多年的“四不像”
重现富阳山林#总阅读量 19 万

“四不像”重现富阳 见证生态环境蝶变

今日
天气

多云到阴

明天

阴有时有小雨

气温：
12—19℃
平均相对湿度 75%

气温：
13—19℃

阴到多云

后天

气温：
15—21℃

今天和周六适宜洗晒

主持人 臧一平

周末气温回升明显

为调查富阳野生动物现状，
今年 5 月下旬，
区农业林业资源保护中心根据前期调查情况，
在重点区域布设 4 台
红外相机，
开展 24 小时连续监测。近日，
工作人员在整理近半年红外相机所拍摄到的画面数据时，
惊喜地发现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鬣羚（俗称
“四不像”
）的清晰影像。
该消息发布后，
迅速引起各界媒体转发关注，
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
微博话题#消失多年的
“四不像”
重现富阳
山林#总阅读量 19 万。采写这则新闻的记者吴璇说，
消失许久的中华鬣羚重新回到富阳山林中，
表明富阳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

全媒传播链

■ 富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11
月 10 日推送《惊喜！消失多年的
它，重现富阳山林！这意味着什
么？
》
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阅读量
1.7 万
■ 富阳日报视频号 11 月 10
日发布《
“四不像”
再次现身富阳》
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阅读量
2.8 万
■ 富阳日报抖音号 11 月 10
日发布《
“四不像”
再次现身富阳》
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阅读量
9.7 万
■ 富阳日报 11 月 15 日刊发
《富阳发现“四不像”
》
■ 杭州新闻联播 11 月 10 日
播出《
“四不像”中华鬣羚现身富
阳》
■ 浙江新闻客户端 11 月 10

日推送《好久不见！
“四不像”再次
在富阳现身》
截至 11 月 23 日 19 时，阅读量
4.6 万+

■ 中国环境报 11 月 17 日刊
发《中华鬣羚重现富阳山林》
■ 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 11

月 22 日推送《惊喜！消失多年的
它，重现富阳山林！这意味着什
么？
》
截 至 11 月 23 日 19 时 ，阅 读
量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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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多年，
“四不像”再现身】
“四不像”学名中华鬣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草、嫩枝和树叶为食，常在清晨和傍晚
活动，拥有极强的行动能力，
因其角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人们常称它为“四不像”。
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整理近半年红外相机所拍摄到的画面数据时，惊喜地发现“四不
像”——中华鬣羚的清晰影像。通过影像可以看到，中华鬣羚在不同时间段，多次慢悠悠地走过红外相
机前，显得十分悠闲。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中华鬣羚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早些年富阳曾有中华鬣羚
出现，但由于猎杀和环境因素已消失多年。如今两台红外相机相继拍摄到中华鬣羚的存在，尽管无法
确定是否有多头中华鬣羚，
依然明确证明消失许久的中华鬣羚又重新回到了富阳的山林中。
这段影像视频在富阳日报视频号发布后，引起人民日报、浙江新闻、杭州日报、杭州发布等关注，截
至 11 月 23 日 19 时，
微博话题#消失多年的“四不像”
重现富阳山林#总阅读量 19 万。

【网友声音】
绿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好绿水青山，
就是留给以后的人金山银山。
一粒沙：
这是不是意味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又回来了。
小缘：
45 年前在富阳酒厂看到过被洪水冲来的牡羊（富阳土话），想不到如今又发现了，
真好。

【记者手记】
近日，富阳山林出现“四不像”引起全网关注，清晰的影像资料为富阳今后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
野生动物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保护野生动物是从保护自然环境开始的，富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时值深秋，在富阳，漫步富春江边，举头是巍巍青山、蓝天白云；行走在公园、
绿道水边，环顾水清岸绿，波光粼粼，随手一拍，便是“大片”……近年来，市民经常会被朋友圈里分享
的“富阳蓝”
“ 漫画云”惊艳。这一幅幅生态美景的背后，是富阳持续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建设目标，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在山水之间建设生态之城的决心，以及勇于探索打赢
“蓝天保卫战”的生动实践。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让全区人民有了更强的绿色获得感、绿色幸福感、
绿色安全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
程”。保护好野生动物，重点在于把握好保护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相关性，因地制宜开展保护、管理、
保障等工作。
富阳地貌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丰富的山岭资源是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保护野
生动物不仅要打击盗猎滥杀行为，更要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对乱砍滥伐、破坏草坪和森林，滥捕滥杀
野生动物，参与捕猎、贩卖、购买国家保护动物等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同时，加强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
积极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倡导居民积极抵制、举报、监督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依靠大
家的共同努力保护好生态环境。近年来，珍稀野生动物在富阳频频露面，尽显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四
不像”重现，充分见证近年来富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在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让
我们继续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珍稀客
人”悄然回归。

做完放射检查后发现怀孕 胎儿一定会畸形吗？
医生：
是否有影响取决于受到照射的时间和辐射剂量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王
卓琳）做完放射检查后突然发现自己
怀孕了，这让有些宝妈惊慌不已，她
们很担心“胎儿会畸形”。关于这个
问题，本报邀请区妇保院放射科医生
丁鼎带来专业解答。
丁鼎说，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
觉得放射检查会伤害胎儿，甚至引起
畸胎。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看法。放
射检查是否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主要

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到照射的
时间，例如在怀孕 8—25 周内，胎儿对
辐射最为敏感，这时就要尽可能避免
CT 或者类似放射检查；另一个是辐
射剂量，根据美国妇产科学院关于孕
期 X 线检查指南，低于 50 毫西弗的 X
线照射不会造成胎儿损伤或畸形，而
一般来说，常见的胸部正位片接受的
X 线照射剂量大约在 0.02—0.05 毫西
弗，一次低剂量 CT 辐射量约为 1 毫

西弗甚至更低，这些都远远低于胎儿
受到伤害的标准，因此宝妈们不必过
于担心。
作为一名放射科医生，丁鼎提醒
处于备孕阶段或怀孕阶段的女性，做
任何放射检查前都要提前告知医生这
个情况，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放射检
查。万一出现做完放射检查发现怀孕
的情况，也不要惊慌，及时与医生沟
通，
让医生做一个更为科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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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虽然已经迎来“小雪”
节气，但富阳的气温没有一点“小雪”的气质，未来
几天还会出现一次明显回升过程。不过，这是冷
空气来临前的“障眼法”，等到月底，将有一股强冷
空气南下，
带来断崖式降温。
区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起三天，以多云到
阴为主，其中，明天阴有时有小雨，其他两天天气
相对较好，
比较适宜洗晒。
11 月 26 日至 28 日，富阳处于冷空气来临前的
暖区范围，最高气温升至 21—23℃，最低气温可能
在 15℃上下，其中，27 日至 28 日有一次暖湿气流
增强带来的小雨过程。
据中央气象台分析，27 日前后，一股强冷空气
开始影响我国，带来大范围雨雪、大风、降温天气，
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变成较常年明显偏低，冬季的
“领土”将大踏步向南推进，不少地方上演冷暖大
逆转。
目前来看，29 日前后，强冷空气南下影响富
阳，冷暖气流交汇，带来一场很有“分量”的降雨。
30 日起，气温“大跳水”，最高气温跌至个位数，最
低气温可能只有 4℃，
部分山区甚至直逼冰点。
数值预报显示，11 月底至 12 月初，我国大部
分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这次冷高压
大概在 1070 百帕左右，这个强度不再是“小打小
闹”
，
而是“重拳出击”
。
大家开始关心：
届时杭州地区会不会下雪？
对此，
杭州市气象台表示，
形成降雪的前提，
一
是具备水汽条件，
二是气温足够低，
现在来看，
12 月
初杭州地区的气温还是达不到下雪标准，
不过由于
时间相隔较远，预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要
持续关注接下来的降温过程，
提前做好防范。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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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2 年 11 月 23 日 16 时发布

反诈在行动
“全民反诈·同心同行”主题报告会举办
2021 年 5 月以来

富阳警方已劝阻案件 830 余起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孙玲波）11 月 22 日
晚，富阳举办“全民反诈·同心同行”主题报告会，区反诈
联席专班成员单位、公安富阳分局相关负责人、富春反
诈联盟单位、网格员以及群众代表等到场观看。
主题报告会分为序幕《反诈宣言》、上篇《慧眼识诈，
乾坤朗朗》、下篇《众志成城，同心同行》以及尾篇《平安
富阳，美好春江》，并为富阳农商银行、永昌丈母娘志愿
服务中心、富阳华数公司、富阳海康保泰安防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杭州金漫文化传媒公司五家单位授予“富春
反诈联盟单位”
。
主题报告会从公安打击电信网络犯罪、预警劝阻易
受骗群众、宣传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乡镇（街道）、村社
（网格）以及社会志愿力量等全民投入反诈防范工作等
角度，以歌曲串烧、情景剧、音乐说唱、情景歌舞等形式，
充分展现富阳汇聚全区人民的磅礴力量，打赢反诈防骗
人民战争的风采。
记者从公安富阳分局了解到，2021 年 5 月以来，分
局在全市率先推出“富春智呼”96110 反诈宣防热线。截
至目前，累计拨打电话 230 万个，及时劝阻案件 830 余
起、止损 6800 余万元；创新打造“富春治（智）诈”工作体
系，推出“警银联合大走访”
“反诈风景线”等一系列“线
上+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宣防活动；各具特色的行业
及民间反诈宣防队伍协同发力，全区电信网络诈骗发案
率下降 64.17%，破案率提升 26.59%，追赃挽损、控案止损
金额近 2700 万元，
牢牢守护好富阳人民的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