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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记者
··

何柳青
···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是春

节了，不少人早早买好了回家的汽

车票、火车票、飞机票。记者在铁路

12306网站上看到，咱千岛湖的高铁

票也很抢手，春运高峰期大部分车

次也得靠“秒”，各位亲们记得早安

排、早下手哦。除了买好回家的车

票，春节后的返程票也别忘记提前

购买，以防该上班了，却买不到返程

的票。

热门车次得秒杀

“叮叮叮······”随着一声闹铃

响起，在杭州工作的小方拿出手机打

开12306网站开始抢到千岛湖的高

铁票。“今年终于可以坐高铁回家啦，

不到一小时就到站。为了抢高铁票

我还定了闹钟，上网搜了攻略。”小方

告诉记者，“第一次体验抢春运的票，

一会票就售空了。还好，自己网速快

抢到了票。”

记者登陆12306网站查看，从杭

州、上海到千岛湖的高铁票非常紧俏，

2月2日、2月3日上午和下午的班次

基本售空。据了解，高铁票预售提前

30天，本周是抢票的高峰期，大家不

妨提前订好闹钟，下载好抢票工具，准

点进行抢票。

实在不行改路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高铁车

次过于抢手，十几秒车票就已全部售光，

抢不到票的的人只能改换其它车次。

每年春运，对在外地的人来说，抢

票是头等大事，没有买到票的小伙伴

不妨到时候“蹲点”捡漏。开车前15

天是退票的高峰期；开车前48小时和

24小时系统会放出部分剩余车票；开

售30分钟后，如果有乘客未付款，车

票会重新返回系统发售。

此外，乘坐大巴和开车也是个好选

择。目前大巴车票可以提前预定，市民

可通过“巴巴快巴”公众号、支付宝、携

程等购买。开私家车的朋友注意路上

堵车情况，建议避开高峰期出行

出站走法任你选

近日，有市民打电话询问，到达千

岛湖站后如何走？市民和游客可选择

千岛湖高铁快速专线接驳车、租用纯

电动共享能源车、打出租车、高铁穿梭

专线巴士、农村客运及城际公交线等。

记者了解到，高铁快速专线接驳

车采用手机扫码支付、站点窗口买票

等等，首班车为7点30；有驾驶证的

游客和市民可扫码租用绿色能源共享

汽车；游客可乘坐高铁穿梭专线巴士，

巴士分两条线路途经各大星级酒店，

游客可提前在携程上购买车票，也可

在售票口购买。

什么，千岛湖的高铁票也得“秒”？
回家过年的亲们买票要早点下手哦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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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珊
··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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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毅
···

童盛星
···

“心脏骤停患者急救反应黄金

时间是4分钟，如果能掌握自救互

救的手段，可以在现场争分夺秒地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近日，望

湖社区的会议室内十分热闹，居民

们拿着本子、手机，或点头或记笔记

或拍摄，努力的记录着有用信息。

原来，当天民政局派来了民安救援

队的成员，为居民们开展了一场救

援培训。

培训中，居民了解到，遇上现场

救护，要先评估，因为现场潜在的危

险很多，火灾余火、带电电线、有害

物质、伤员血液及分泌物、自然灾

害、受损汽车、残余弹药和其他难以

确定的因素，所以救助时必须自我

防护，及时处理伤病员伤口、清洗衣

物、处理血迹或污物、处理自己的伤

口、减少口对口的接触，防护用品有

手套、口罩（必要时可用塑料袋代替

手套收集感染物）。

其次，要轻拍患者是否有意识，

重喊患者，判断是需要心肺复苏还

是创伤救护，帮助一个出血的人时，

可做直接压迫止血、敷料盖于伤口

来压迫止血，如出血持续需加大敷

料加大力量压迫直至医生到达，尽

快呼叫急救中心。

同时，要学会呼救，及时拨打

120电话，还得学会伤口止血法、毒

蛇咬伤急救处理、骨折的症状判断，

学会冠心病、心绞痛、心搏骤停的紧

急处理等。

“非常实用，学到不少东西。”居

民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感谢社区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学到了宝

贵的知识。

记者
··

何柳青
···

通讯员
···

王嘉玲
···

日前，县交警城区中队值班

人员宋荣华、方新祥、叶尧发现，

中队后面一幢居民楼的4楼飘出

浓烟，疑似房内着火。他们一边

迅速往那里跑，一边上报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通知消防队员前来

救助。

后来经过了解，起火原因是

房内老人用电烤炉取暖，电烤炉

突然起火，让两位老人手足无

措。消防队员赶到后，顺利控制

了火情。在此也提醒市民，冬季

取暖要注意安全，若取暖设备不

慎起火，切记断电后再用水灭

火。要使用合格的、带有地线的

三孔插座，防止存在漏电的隐

患。如果使用异常，一定要立刻

停止使用，并且找专业的维修师

傅，不要自行拆卸和安装。

通讯员
···

钟琳
··

记者
··

储珊
··

为进一步推进平安建设，近期，西园社区积极开展平安建设满意度问卷

调查宣传活动，号召大家参与平安“三率”问卷调查。

名医（专家）服务送下乡

外聘专家门诊一览表
1月13日—1月21日

百姓呼声

刘云海
···

据 1 月 9 日《今日千岛湖》3 版

报道，商店无人售货，需要啥自己拿

货付钱就OK！这不是大城市的无

人智能超市，而是淳安县富文乡的

农村小店，他们靠着“诚信”二字，在

浙西的深山里越开越美丽。

“无人售货”模式并不鲜见，早

在马云的“无人超市”推出之前，不

少地方就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尝试。

我县这家山村无人售货店的落地和

运行，无疑将掀起一场无人收银的

新革命。在这种新奇事物的吸引

下，也必定会有不少市民进店体验

购物，感受智能化带来的便捷。

不过，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推出

的“无人售货”模式，效果却差强人

意。如 2015 年某信用评估机构开

展了一项社会试验，在北京、杭州开

设了“无人超市”，想看看在没有营

业员监督的情况下，顾客能否经受

得住“诚信考验”，结果发现北京有

三名女性顾客没有付钱就拿走了昂

贵的货物，杭州一天的付款率则为

82%。尽管多家企业公布的数据显

示，丢货率一般能控制在 3%-4%，

但从经营出现问题的无人超市企业

来看，丢货的问题远比这个数字

高。如何不被消费者“吃倒”，也是

摆在“无人售货”面前的一个问题。

要杜绝这样的尴尬现象，一方

面，需要“无人售货”的设立者强化

监督设施，让“无人”胜似“有人”；另

一方面，也需要所有进店购物的市

民牢牢树立道德意识，文明参观，诚

信购物，让“无人售货”模式走得更

远、更久。我县富文乡这家“无人售

货”农村小店，多年来卖出的商品从

没有出现过差错，这从一定程度上

映射出淳安百姓的诚实无欺，希望

这样的淳朴民风能永驻。

见习记者
····

方婷婷
···

“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可以免费领200元的话

费，我想着试试说不定真能领到话费呢！结果本以

为自己捡到便宜了，最后反倒被骗走了50块。”市民

张阿姨生气地说着前几天的遭遇。

临近年底，随着网上买物置衣购票等消费的火

热，电信网络诈骗也呈高发态势。诈骗人员为了“冲

业绩”，不断更新技术手段，利用社会热点，花样百出

地翻新各类“套路”。

最近“年末清仓”、“年终大促”活动甚多，市民们

“火拼剁手”忙得不亦乐乎，不法分子自然看准了这

个时机，想方设法见缝插针。

上班族杨雪在某网站上购买了一件衣服，过了

好几天衣服没收到，却接到了一名自称是该网站售

后服务的电话。“服务人员”在电话中说，小杨的衣服

在运送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导致衣服有破损，现要对

她进行赔偿，请她根据所给提示进行操作。

“其实这一类型的诈骗案例我也知道不少，但我

想确认一下，就加了微信按照他的步骤去试了。最

后果然要我付什么保证金，一问商家根本没有这个

客服，幸好我防范意识强没有上当！”小杨说道。

诈骗活动如此猖獗，给市民的财产安全带来了

极大的威胁。对此，一方面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市民要牢牢守住自己的

“钱袋子”，留心眼、不轻信，切实提高自己的防范意

识与防骗能力。

千岛湖镇派出所温馨提醒市民：年末电信诈骗

高发，市民们要警惕再警惕。做到陌生电话不接，陌

生链接不点，涉及借款不轻信，转账汇款先核实；同

时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涉及个人信息的旧手机、旧

电脑妥善保管或处理。此外，一旦上当受骗切勿慌

乱，应及时保存好相关证据，如联系电话、对方账户、

转账凭证等，并立即拨打110报案。

“谢谢！社区为居民办实事，我们晚上行走方便

多了。”家住南山大街的江大伯来到南苑社区，高兴

地说。

原来，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检查卫生时，有多

位居民反映257幢阶梯口缺一盏路灯，老年人晚上

行走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存在极大安全隐

患。得知这一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与相关部

门联系沟通，并与江大伯一起陪同县路灯管理所来

现场查看最佳的安装位置，目前新路灯已经安装

完毕。

路灯亮了，周边居民一致点赞，路灯不仅仅照亮

了居民回家的路，更温暖了居民的心。

见习记者 方婷婷 通讯员 於有凤

南苑

路灯亮了 民心暖了

严寒季节，人们已习惯通过暖气、热

饮、厚衣物等方式取暖御寒，然而冬季注

重保暖的同时，还应注意避开以下这几

大误区。

饮品过烫
面对严寒，一杯热巧克力总是能让

人感到满足，但需注意，热饮会使身体

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温暖，但却不会

持续太久。医生解释，身体需要保持恒

定的温度，在外界过热或过冷时，机体

会自行调整以重新达到平衡，因此，在

饮品过烫时，身体会通过排汗降温。相

比之下，一些草药茶之类的温热饮品更

适合暖和身体，或是晚餐前喝一碗

温汤。

洗澡水过热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谁又不希望

躺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舒舒服服地泡

一个小时的澡呢？但过热的洗澡水并非

有效的取暖措施。与热饮同理，泡澡时

身体会感到温暖，但出浴时会伴随寒冷，

冷热交替容易引发感冒。当然冷水澡通

常也不可取，应当选择一个适宜的温度，

并在洗浴后注意保暖。

饮食超脂
人们通常认为高卡路里的食物在冬

日可以提供更多热量，然而医生却说，除

非是北极熊，否则没有必要这样做。相

比之下，通过食用姜、蒜等改善血液循环

才是更高效的取暖方法，这样可以将热

量延伸到四肢。

酗酒
喝酒让人感觉气血上涌，但真的能

提升身体的温度吗？答案是否定的，某

些类型的酒精会使血管扩张，使身体更

易遭受寒冷的侵袭，此外，酒精促使体内

热量散发在了身体表面，因此酒后才会

脸红，而血管扩张一旦结束，暖意就会消

失，寒冷的感觉则会更强烈。

长期紧闭门窗
即使室外温度低于零摄氏度，也不

能长期门窗紧闭，冬日的室内通风和夏

天一样至关重要。开窗通风5到10分

钟，其实并不会使室温明显下降，从而引

发感冒。相反，封闭的环境才有助于病

菌滋生。

只穿一件厚衣服
相较于只穿一件棉衣或羽绒服，叠

穿面料更细致的衣服更有利于保暖。专

家建议至少穿三件衣服，通过多件衣服

的叠加，形成气流空间，从而保护身体免

受冷空气侵袭。至于材质，与合成材料

不同，棉料透气而吸汗，是皮肤最好的朋

友。此外，羊毛、天鹅绒或羊绒也是保暖

的绝佳衣料。

睡眠时暖气过热
暖气过热其实并不利于睡眠，反

而会使人夜间醒来多次。此外，当人

离开房间时会感到气温骤降。专家指

出，19°C的室内环境便可提供良好

的睡眠。而对于怕冷的人而言，相对

于厚厚的羽绒被，叠加薄被则是更好

的选择。

本栏目由淳安县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近日，阳光社区开展“优生两免”健康检查宣传

工作，采取电子屏，楼道宣传栏及发放宣传单等多种

形式，广泛宣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的重要性，提高居民主动参与“优生两免”检查

的积极性。 通讯员 余红花

阳光

优生两免 惠及百姓

年终岁末
小心电信诈骗

寒冬保暖越热越好？
你需要避开这7大误区

民安公益救援培训开课啦

平安建设
关系你我他

取暖器着火 幸亏交警反应快

让“无人售货”走得更远

社区传真

淳安县中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1月13日（周日）来院坐诊专家：

针灸推拿科

1月17日（周四）来院坐诊专家：

甲状腺外科

1月18日（周五）来院坐诊专家：

眼 科

妇 科

心内科

消化内科

1月19日（周六）来院坐诊专家：

耳鼻喉科

1月20日（周日）来院坐诊专家：

肛肠科

呼吸科

1月21日（周一）来院坐诊专家：

风湿免疫皮肤病科

中医肾内科

杭州市西溪医院陈煜民副主任医师

浙二医院梁刚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钱晓娃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卓新副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杨建敏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张筱凤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李勇主任

杭州市三医院丁菁主任

浙一医院沈毅弘主任医师（上午坐诊）

省新华医院王新昌主任

杭州市中医院朱彩凤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