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第一人民医院日前将一些以往只
有在病房才出现的中医护理项目延至门
诊。在中医门诊，医生对每位病人进行评
估、辩证后，可以给予对症中医特色治
疗。 记者 沈雯 通讯员 黄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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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院开设中医护理门诊

本报讯（记者 俞晓菲 通讯员 卫
星 冯佳佳）“通过环境整治和遗址展
示，良渚遗址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前
日，110余位瓶窑镇退休老干部一同走进
良渚遗址，实地参观老虎岭水坝遗址、莫
角山遗址。通过现场讲解员的专业讲
解，老干部们深入了解了良渚文化的魅
力，连连发出赞叹之声。

“老干部们虽然在瓶窑工作、生活多
年，对良渚文化有一些了解，但还是第一
次聆听专业的讲解。这几年，良渚遗址
的整体风貌变化很大，良渚古城的价值
也逐渐凸显出来。刚刚听到讲解员说考
古证明了良渚古城已有 5000多年历史，

作为瓶窑人，我们真的很骄傲。”瓶窑镇
党群办老干部工作者嵇掌虎说，“组织参
与这次活动，是希望我们当地人能更加
深入地了解良渚文化，当好良渚文化传
播者。”

随后，老干部们参加了瓶窑镇新时
代远教讲习所的良渚文化主题宣讲活
动。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谢国旗，以《良渚遗址与世界
遗产》为主题，介绍了良渚遗址的考古、
保护历程以及良渚遗址的重大意义。讲
座还通过远程直播的方式，在瓶窑镇南
山村、杭州利富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
步进行，村社、企业党员们参与其中。

110余位瓶窑镇退休老干部
感受良渚遗址新风貌

书香余杭

余杭街道举办青春期讲座

近日，余杭街道邀请富阳区场口中学
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陆菊芳，
为太炎中学700多名初二学生作青春期健
康知识讲座。根据男女青春期的特点，讲
座分男生、女生两场进行，主题分别为《漫
步青春路，争做阳光男孩》和《守护青春
期，争做魅力女生》。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孝东

百丈镇禁毒知识进校园

百丈镇禁毒办日前在镇中心小学举
行禁毒宣传教育公开课。工作人员结合
新型毒品的种类特点和典型案例，向学生
讲解了毒品的危害、禁毒法律法规、拒毒、
防毒、禁毒知识，针对辖区可能存在罂粟
等非法作物种植的情况，还与学生现场互
动。

通讯员 葛亚花 记者 陈书恒

两个名医工作室在开发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

日前，吴晋兰名中医工作室、吴君平
名医工作室在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正式挂牌。首批名医工作室共有4名学员
与 2位名医导师，开启为期两年的帮带跟
师。名医工作室以实践协诊跟学、病例探
讨交流、“名医课堂”带教、科研项目申报
为主要形式，开展疑难病会诊、危重病抢
救等特色诊疗服务和对口带教培养社区
卫技后备人才。

记者 沈雯 通讯员 蔡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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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玫瑰花
我的玫瑰花，送我爱的人。产品定格初开的玫

瑰，以3D硬金工艺打造永不凋谢的玫瑰花，让美穿
越时空，让爱初心永恒。产品首发价999元起。

◎快乐小泰迪
快乐小泰迪，好运常相伴。小泰迪幸运珠，正

面选用泰迪珍藏快乐小泰迪造型，代表幸运，背面
I’m here，代表陪伴和守护。产品首发价798元起。

◎2018年俄罗斯FIFA世界杯纪念册
由国际足联（FIFA）官方授权，中国金币总公

司权威发行，包括了FIFA纪念银章、纪念银条、纪

念金条等，是一份世界送给孩子的足球及财富文化
大礼。产品首发价998元起。

三大产品数量有限，配额珍贵，欲购从速！

工行贵金属“童心季”火热来袭 三大产品震撼开抢，玩转整个暑假！

详情请咨询工行各网点：
余杭支行86226310 塘栖支行86374524 临北支行86212210 东湖支行89286537
时代广场支行89173661 崇贤支行89350088 星桥支行89185131 乔司支行86225635
临平支行86225784 钱江开发区支行89276826

本报讯 （通讯员 林玲 记者 陈轶
东）影视剧里演的刑警抓人，在现实生活
中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日前，余
杭公安刑警抓获一名在逃26年的命案犯罪
嫌疑人。

5月31日中午，在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
道一城中村的租房三楼一房间内，中年男
子大鹏听到敲门声，刚打开房间就被余杭
公安的刑警反擒双手，他边挣扎边道，“你
们是干什么的？”一名黑龙江鹤岗刑警用浓
重的东北普通话问了一句：“大鹏，你还记
得26年前的鹤岗吗?”这名中年男子愣了一
下，26年前，黑龙江鹤岗，一桩往事让大鹏
立即耷拉下了脑袋。

1992年 7月的一天中午，刚刚 20出头
的大鹏和朋友喝酒，得知有人欺负过跟他
一起喝酒的朋友。年轻气盛的大鹏听到

“弟兄”被欺负了，当即表示要替他出头。
酒足饭饱后，一行三人找到“仇家”，大鹏拿

刀将对方捅死。从此，大鹏踏上了 26年的
逃亡路。

在把大鹏押解回程的路上，黑龙江鹤
岗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王大队长拍拍余杭公
安刑警陈杰的肩膀，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抓到大鹏的两天前，陈杰经过层层递
进分析视频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大鹏很
有可能落脚在临安一带，还冒用了海南人

“阿辉”的身份。于是，陈杰带领王大队长
一行赶到了其暂住住址，结果发现大鹏早
已搬离。警方随即对“阿辉”联系较密切的
几个朋友住所进行守候暗访，但始终没有
发现他的踪迹。一次次扑空，让异地作战
的黑龙江鹤岗刑警显得焦虑和着急。

陈杰随即决定对“阿辉”女朋友阿红的
几个落脚点进行摸排。一行人在阿红的工
作单位没有发现“阿辉”，便想到对阿红的
租房布控。可警方只知道阿红的租房在锦
城街道一个城中村的三楼，并不知道确切

地址。到了现场后，大家发现眼前有三栋
外观差不多的民房。为了不暴露身份打草
惊蛇，刑警不能直接亮明身份进去，但农民
租房房间不多，进出人员不复杂，刑警想

“浑水摸鱼”进入有点难。在其中一栋民
房，王大队长想跟着一位大妈混进去，警觉
的大妈马上用方言问他是住哪一间的，北
方人王大队长哪里听得懂，稍一犹豫该怎
么回答时，便被大妈推出门外。就这样磕
磕碰碰暗中排查了两幢楼，大家依旧没有
找到阿红的住所，在三栋楼下蹲守的队员
也没看到“阿辉”的身影。

只剩最后一栋楼没排查，可是越到晚
上进出的人越少，陈杰怕老是在这里晃悠
会引起居民的警觉，于是，一行人只得待在
路边的车上。

第二天早上6点多，陈杰装作买早餐的
人，随着门禁开启混进最后一栋楼，躲避在
三楼半的阁楼。这个位置，陈杰既能看到

三楼各户进出的动静，又能防止自己暴
露。阁楼上放着一台洗衣机和一些杂物，
可以看出是住户放置的闲置物品。陈杰灵
光一闪，在一堆杂物里翻动起来，想试着寻
找有价值的线索。忽然，一个电扇的快递
包装引起陈杰的注意，因为这个包装盒上
贴着的快递信息显示收件人就是阿红，住
在 301室。陈杰摸到 301室的门口，蹑手蹑
脚地贴在门口，能够听到里面有人走动，好
像在打电话，虽然听不清楚讲什么，但明显
是东北口音。陈杰立即发信息给楼下守候
的伙伴，大家敲开了 301室的门，在门打开
的一瞬间，那个操着东北口音的人就被控
制住了。

经过审查比对，证实了“阿辉”就是 26
年前在黑龙江鹤岗市犯下命案的在逃犯罪
嫌疑人大鹏。大鹏姓孙，今年45岁，黑龙江
鹤岗市人。目前，孙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已
被移交黑龙江警方接受进一步调查。

酒后为“弟兄”出头犯下命案，逃亡26年
终逃不过余杭刑警的火眼金睛

几天前，黑龙江鹤岗公安局刑侦大队一行来到余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他们在追踪一名26年前命案犯罪嫌疑人的踪迹，请求协助。在接到协查线索后，余杭公安刑警大
队根据黑龙江警方提供的有限线索，立即开展追踪和研判。两天之后，余杭公安刑警经过顺藤摸瓜式的层层递进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落脚在临安一带。据介绍，
去年，余杭公安曾相继抓获两名潜逃16年和20年的命案犯罪嫌疑人。

运河街道公开选聘
村(居)委会主任助理

日前，运河街道举行公开选聘村（居）
委会主任助理考试。本次公开选聘共设
置岗位 17个，涉及 12个村社。共有 86人
通过资格审查，最终有82人参加笔试。之
后，考生还将进行面试、群众测评、组织考
察、体检等考验。

通讯员 高晓玲 记者 陈书恒

西安社区获南苑街道
网格员知识竞赛一等奖

日前，南苑街道举办了一场网格员知
识竞赛，24个社区 96名网格员参赛。本
次比赛以团体赛形式进行，分预赛和决赛
两个环节，内容有必答题和抢答题。经过
一天的激烈角逐，西安社区代表队荣获团
体第一名，新城、翁梅社区获二等奖，东
湖、新梅、红联社区获三等奖。

通讯员 汤水根 记者 陈坚

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高
晓玲）《三国演义》《简爱》《麦田里的守
望者》《全球通史》……艺嘉图书馆里摆
放着各种类别的图书，但数量更多的还
是小朋友们喜爱的绘本。

江浒是土生土长的运河人，是这所
公益图书馆的创办者，他希望能通过这
所小小的图书馆，将快乐阅读的理念带
到运河的各个角落。“我设立这个图书馆
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多花一些时间，
静下心来看上一本好书。”江浒说。

“当下的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几
乎人手一个智能手机，电子阅读也受到
大众的追捧，不少年轻人都成了‘低头
族’。这种现象正慢慢消磨大家对纸质
阅读的兴趣，也让读书变得不再是享受
乐趣的过程。”创办之初，作为阅读爱好

者的江浒想以图书馆为媒介，让更多年
轻人放下手机，回归纸质阅读，体味这种
最原始而富有趣味的阅读方式。

艺嘉图书馆从 2017年 10月中上旬
开始试运营，开放至今已有半年多的时
间。小小的门面装饰简朴，走上二楼就
能看见大小不一的书柜上摆满了各类书
籍，还有不少可供孩子们写作绘画用的
画笔、绘图纸等工具。

图书馆划分成几个区域，孩子们有
专门阅读、绘画的空间，陪同孩子一起来
的父母可以在休息区或者专供成年人阅
读的区块看上一会儿书。江浒告诉记
者，这样的设计是有原因的，儿童和成人
的阅读习惯不同，喜欢的阅读环境也不
一样，因此清晰地划分区域可以为特定
的读者提供自己更习惯的阅读氛围。“孩

子们喜欢聚在一起，在看书时也会有一
定的交流，那我就让年龄相仿的小朋友
待在一起看书，他们之间能分享喜欢的
故事和内容。”

此外，绘本阅读也是一种促进儿童
学习能力提升的方式。“来这里读书的孩
子们大部分都是在父母的陪同下一起来
的，这也能说明家长对阅读的重视。”江
浒说，通过自主阅读、家长引导和共享交
流，孩子们能通过绘本的图文内容来强
化课本知识的学习，补充课外知识，不断
丰富自身的阅读量。

后续，江浒还计划在管理运营公益
图书馆的基础上在街道范围内设立一处

‘移动读书亭’，用这种新颖的方式宣传
“快乐阅读”的理念，让更多人爱上阅读。

运河街道这家公益图书馆已开放半年有余

“希望书香气息能在这里越传越远”

区“军休杯”门球邀请赛开幕

本报讯（记者 宋晗语 通讯员 俞犁鲲）
昨日，由区民政局军休所主办，余杭老龄基金
会协办，余杭门球协会承办的区“军休杯”门
球邀请赛开幕。来自各镇街、机关的 35支参
赛队伍参赛，参赛人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
最大的91岁。

85岁的杨大伯参与门球运动已有 20多
年，去年刚刚“退役”，今年以观众身份全程观
看了比赛。他说：“我坚持那么多年，是因为
它总能让我放松身心，还能让我走出去结交
很多朋友，是个值得推广的好项目。”

微 新 闻

鹤岗刑侦队长向余杭刑警竖起了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