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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卓树理）

“县域内全员禁止狩猎，禁止破
坏野生动植物生息繁衍及其栖息地
环境……”一早，装载着小喇叭的宣
传车在上墅乡一山脚处停下，递铺
森林派出所民警胡一波、倪金荣、施
晨三人组成的巡查班和护林员一同
步行进山。每周巡山两次，是他们
的必修课。

林间小路蜿蜒向上，越往前越
窄，记者跟得有些吃力，巡查班一行
却如履平地。“这两根竹竿肯定是
用来张网捕鸟的！”说话间，胡一波
扒开草丛，拾起地上的竹竿，并将其
拦腰折断。

2015年以前，为了个人利益而
大面积砍伐山林违规种植经济作物
的案件时有发生，仅递铺所每年就
要处理近500起。虽然对违规行为
的打击力度不小，但效果并不明显。

2015 年，我县推出林区警长
制，将全县划分成 29 个片区，逐一
任命林区警长。自那时起，40名林
区警长穿梭于山间林海，通过宣传、
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守护林
地及野生动植物资源。递铺森林派
出所负责管辖递铺街道、天荒坪镇、
上墅乡等6个乡镇（街道）和灵峰寺

国有林场。
不过，林区警长制实施之初，大

家心里多少有点排斥。“本身已有这
么多案子要办，还要套一个警长的
名头，感觉就是给我们增加任务。”
胡一波如是说，但是之后实施的效
果渐渐让他们改变了想法。

林区警长得熟悉辖区内的山
情、林情，还要跟百姓打好交道，让
他们成为自己的眼睛、耳朵。同时
还得向群众宣讲生态理念，指导森
林防火，负责查办各类案件。林区
警长巡山时一般两三人一组，其中

既有对动植物分布、保护级别了如
指掌的老民警，也有熟悉新科技的
年轻面孔。

23岁的施晨于去年10月加入
巡查队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现
在和山林树木打起了交道，巡山、拍
摄、剪辑、记林区警长日记……

“巡山常常一走就是半天时间，
很耗体力，尤其夏天更加难熬。但
巡山过程中也有很多惊喜，遇到没
见过的野生动植物，老民警就会跟
我们讲解。”施晨说道。

一步一个脚印地巡查，看似笨

办法，但效果不错，砍伐林木的案件
80%是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进而加以
制止的。

“刚开始巡查时，经常会发现一
片一片的山像被剃了光头一样，水
土流失比较严重。近几年，随着老
百姓意识的提高，毁坏山林的现象
逐步减少。2015年至今，我县各类
案件的发案率每年以 30%的速度
往下降。”胡一波补充道。返回山脚
时，他从后备箱取出一个泡沫箱子
——为弥补脚力上的不足，无人机
已成为辅助他们巡山的利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9月14日下午，杭垓镇吴村村
村民周秀财的遗体从浙江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运回故里，县红十字会和
村委在当地举行了庄重的吊唁告别
仪式，周秀财的亲属和朋友以及当
地的村民纷纷前往吊唁。

杭垓镇吴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有
宽称，周秀财出生于1970年5月31
日，一直以来都忠厚老实，热爱生
活，勤勤恳恳务农，其不幸逝世是个
意外。

据介绍，9月5日，周秀财上山
打山核桃时不幸被毒蜂蜇伤，很快
便引起身体不适，家属随即将其送
到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之后
又转至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一
步抢救。虽然经医务人员积极抢
救，但还是无力回天，于 9 月 14 日
上午不幸逝世。

周秀财家属在无限悲痛中了解
到，虽然人永远离开了，但他的部分
重要器官还可以挽救那些因器官衰

竭可能失去生命的病人，使受助者
重获新生和幸福。

在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
和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相
关家属在万分不舍中作出了一个大
爱之举——无偿捐献周秀财器官。

9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在浙
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顺利完成了
2个肾脏和1个肝脏的捐献，现场所
有医生向周秀财遗体致敬。

据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周秀财是我县第 8 例无偿捐献

器官者，他的 2 个肾脏和 1 个肝脏
将挽救 3 个素不相识的人。同样，
周秀财的家属恩泽他人、造福社会
的人道奉献精神，温暖了人间，值得
尊敬和赞扬。

在吊唁仪式上，浙江省红十字
会授予周秀财“红十字生命之光”奖
章，由县红十字会向周秀财亲属颁
发奖章和荣誉证书。

周秀财和许许多多器官（遗体、
组织）捐献者一样平凡而伟大。据
悉，截至目前，我县累计器官（遗体、
组织）捐献志愿登记共有902例；累
计完成器官捐献 8 例，共捐献了 1
个心脏、8个肝脏、16个肾脏，使25
名患者获得新生；角膜捐献 20 例，
使40名盲人复明；另外遗体捐献累
计11例。

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器官、遗体捐献者及其亲属，都
是普普通通的群众，但他们都拥有
高尚的品德和充满人道、博爱、奉献
的精神，他们勇于打破世俗的眼光
和看法，是世人的榜样和楷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练聚宝

通讯员 陈博巍）

随着学校开学，校园周边通
行压力也随之增加，为了缓解学
校周边道路通行压力，给广大学
子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畅通的出
行环境，根据相关规定，县交警部
门对第二小学城北校区周边的三
条道路实行单向限时通行。

限行路段为：龙墩路（阳光大
道至雾山寺路路段）自南向北禁
止通行；学校东侧无名路（雾山寺
路至阳光大道路段）自北向南禁

止通行；雾山寺路（龙墩路至天荒
坪北路路段）自东向西通行。限
行时间：早上7点至8点；下午3点
至 5 点。限行时段内公交车同样
禁止通行，电瓶车、自行车等可通
行，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

交警提醒：希望广大驾驶员
遵守交通规则，严格按照道路
标牌指示通行，通过学校路段
时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观察
周边环境，礼让学生，以免意外
事故发生，如果因交通违法被
电子警察抓拍，将受到相应的
处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洁云
陶高旸 高怡玥）

近日，在安吉一农家餐厅，有
一名小孩在玩耍时落水。危急时
刻，一名男子立即冲过去，跳入水
中救人，饭店的监控记录下了这
个瞬间。据了解，该男子是前国
脚、前鲁能球员、现国少队助理教
练韩鹏。

9 月 12 日中午，有两个四五
岁的孩子正在餐厅的露天水池边
玩耍。一个小孩在玩木船，结果
被船拉进水里头朝下落水。木船
正好将孩子的头部死死压在了水
底，水面上只有孩子的两只小脚
在拼命挣扎。就在这千钧一发的
时刻，韩鹏飞快地冲了过去，从起

立到推开木船抱起孩子，仅仅只
用了九秒的时间。

事后，韩鹏表示：“不管是谁，
遇到这种危急时刻，也一定会挺
身而出的，这没什么。”餐厅里的
众人纷纷给韩鹏点赞。

让生命延续，让大爱温暖人间——

安吉农民周秀财捐献器官救3人

林区警长：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

仅仅用了9秒——

前国脚韩鹏安吉救下落水儿童

近日，由湖州市体育局、湖州市教育局主办，县文体旅游局承办的“中国
体育彩票杯”2020年湖州市青少年武术套路比赛，在县少体校正式开赛。
来自全市三县两区的80多位运动员齐聚一堂，在23个比赛项目中各显本
领，一展风采，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武术竞技盛宴。 全媒体记者 陈小伟 摄

二小城北校区周边3条道路
实行单向限时通行

武术竞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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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繁花郡73平方挂85万可以满两年过户，储藏室6平方

2、幸福里89方，11楼，3室2厅2卫，带车位和储藏室，毛坯，

未满两年，109万，顶楼

3、龙山庄园山语墅叠排1+2+地下室下叠139平方，带车位，

3室2厅2卫，地下室可加层，送小花园，158万包大税，相邻

两套可打通

4、翡翠湾15楼顶楼160平方，带地下车位，155 万

5、维多利亚证上面积143.85平方+赠送9平方，地下车位一

个，储藏室一间，架空，双阳台，花园洋房，155万

6、幸福里89平方多层4楼豪装3房1卫，122万，12月满两年

7、港中旅1+2叠排247平方，毛坯，275万，已满

8、港中旅叠排，房产证面积132平方，3+4楼送阁楼，还送现

浇房间一个，毛坯满两年，实际面积200多平方，挂182万

9、港中旅毛坯1+2叠排，5室3厅3卫，地下层84平方，赠送

前后小花园，有地下车位，满2年，239平方，248万

10、港中旅毛坯1+2叠排，边套，毛坯，5室3厅3卫，245+70

平方地下层，赠送前后小花园，258万

11、芬芳小区4楼，全新婚85.5平方，3室2厅加大储藏室，停

车方便，98万

12、繁花郡花园洋房，带 45 平方私家花园，实用约 130 平方

（证上面积99.28平方），送车位与储藏室，138万，品牌装修，

三室两厅一卫，超大衣帽间

13、宁馨花园1楼精装127平方，户型方正，三室二厅二卫，关

键是还带大车库，133万

14、美颂广场2楼，面积122平方，三室两厅二卫，带储藏室，

送大露台，全新装修，证满，143.8万

15、青青家园电梯房好楼层89平方，精装修，二室+书房二厅

一卫，挂105万

16、亿城嘉园5楼110平方送6楼100平方，精装带车库，135

万

17、宁馨花园架空一楼146.27平方，三室两厅一卫（可改造成

两卫）南北通透，挂145万送20平方车库

18、桃园新村三区66平方，挂88万，未满2年，4楼，精装，很

新，有大储藏室，距离实验初中步行5分钟，可落户

19、香溪丽舍内独栋双拼别墅面积357平方，花园面积约200

平方，地下层双车位，满2年，380万 （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电话：13587248172小周 18205820429殷
地址：人民路延伸段289号一诺房产中介安吉诚圆房产中介 电话：15067256982 7782307

地址：花鸟市场6号 (菜芝斋对面)

1、驿站东苑单身公寓2楼，69平方，59万，精装
2、新华阁单身公寓、57平方，精装，58万
3、中心商城3楼，126平方，带超大露台，有车库，精装，
142万
4、九州一号公馆单身公寓45平方，63万
5、翠柳苑，3楼，48平方，53万，精装
6、竹贤山庄4楼边套，电梯房，共6楼，153平方，带车
位，170万
7、翡翠湾7楼89平方，新装修，98万
8、玫瑰园10楼，139平方，带车位，毛坯，169万
9、庆丰阁首付25万，5楼+阁楼，128平方，102万，精装
10、时代新城4楼136平方，带储，精装，135万
11、绿城诚园5楼89平方，全新，毛坯，98万
12、万邦沁河湾10楼，181平方，豪装，带车位，265万
13、汇丰北苑3楼122平方，有储，精装，128万
14、啬薇郡花园洋房143平方+地下层100平方，豪装，

250万
15、紫云东郡别墅380平方，超大院子，全新毛坯，730
万
16、铂金公馆排屋240平方，全新，毛坯，262万
17、湖畔居双联别墅258平方，毛柸，350万
18、水岸人家排屋面积240平方，438万，豪装
19、湖畔居排屋，230平方，豪华装修355万
20、林语香溪别墅390平方，土地面积420平方，全新
毛坯，428万
21、凤凰路二间纯店面120平方，己租6万，205万
22、人民路店面一间二层91平方，己租6万，205万
23、云鸿路三间二层，120平方，己租4万5，168万
24、迎宾大道店面一间71平方，己租4万5，140万
25、步行街纯店面一间，78平方，己租3万6，115万
26、新华路店面一间二层，面积 104 平方，己租 4 万，
13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