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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

丹看天气丹

| 记者 韩洁

前空翻、后空翻、劈叉，这些惊

险的高难度动作，相信市民在动作

电影里经常能看到。近日，有市民

拨打新闻热线报料称，武康街头也

有这样一位“武林高手”。

从报料市民马先生发来的视

频中可以看到，这名“高手”身穿黑

色背心和短裤，在行人等候区内做

出了一连串大幅度且高难度的动

作，让人瞠目结舌。

该名武林“高手”当时出现在

舞阳街和中兴路交叉口，他一个前

空翻跃入了非机动车道，进入监控

画面中，随后走到了行人等候区，

在等待绿灯的时间内，“高手”先后

做出了俯卧撑、鲤鱼打挺、前空翻、

劈叉等动作，吸引了不少周边行人

和驾驶员的注意。

当路口东西方向绿灯亮起后，

该男子继续由东向西跑去，当穿过

非机动车道后，该男子再次一个前

空翻，一跃上了人行道板。一招一

式都像极了动作电影中的火爆

画面。

马先生介绍，舞阳街是他平时

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只要不是下

雨的日子，下班的路上总能看到这

位“高手”的身影。不论春夏秋冬，

“高手”都只穿极为单薄的衣服，要

不跑步，要不做高难度动作。马先

生猜测，这位“高手”应该是一名爱

好健身运动的“练家子”，因为不管

是前空翻、后空翻还是劈叉，每个

动作都十分娴熟且流畅轻快。

然而，对于“高手”在道路上这

样的锻炼形式，马先生钦佩之余也

表示有些担忧。“锻炼的精神是好

的，毕竟是下班晚高峰，现在天暗

得也早，他的有些动作还是挺大

的，感觉有些危险。”

正如马先生所说，锻炼是一件

有益健康的事，但是在大马路上，

似乎并不合适。道路上车来人往，

这位“高手”的行为极易引起机动

车驾驶人的注意，而在行车过程

中，如果注意力分散，后果不堪设

想。另外道路路面坚硬，如果健身

者不小心摔倒，也会对自己的身体

造成伤害。在此建议，健身锻炼是

好事，但是也要注意场所的选择。

武康街头惊现“武林高手”
虽是一道风景虽是一道风景，，但请注意安全但请注意安全

10月27日，武康幼儿园开展红色

文化教育活动。该幼儿园将红色教育

与游戏融合，利用园内现有的户外游戏

材料和场景，结合著名革命故事，开发

设计5个户外游戏：“红军过草地”“巧

渡金沙江”“爬雪山”“秘密大营救”“飞

夺泸定桥”。这些游戏的开展，不仅锻

炼了幼儿的技能和体能，更让孩子们在

潜移默化中得到了熏陶。

实习记者 赵宁

“红”润童心

| 记者 王明辉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汽车

销售市场基本停滞，进入4月份以

后开始慢慢恢复，到了下半年迎

来了明显的增长期。素有“金九

银十”之称的九、十月份，汽车销

售市场更是迎来了爆发。受此影

响，我县新车上牌数量在十月份

创下新高，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超

过28%。

昨天上午，记者在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车管所看到，新车查验

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很多市民

正在等待为新购的车辆上牌。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所长陈景

峰介绍，今年1到5月份，受疫情

影响全县新车上牌量为5200余

辆，同比下降21.7%。从6月份开

始新车上牌逐渐增长，6至10月

份已上牌7000余辆，基本与去年

同期持平。其中九、十月份上牌

量增长非常明显。9月份德清县

新车上牌量为1300多辆，同比上

升了6.5%，10月份到目前为止新

车上牌量为1500多辆，同比上升

了28.8%。很多市民表示，之所以

选择在九、十月份购车，主要是因

为优惠幅度相对较大，同时临近

年底，市民提早购车，并希望在年

底前顺利提车。

近段时间，新车上牌量的明

显增长也充分反映在了汽车销售

市场上。记者从我县多家汽车经

销商了解到，今年年初整个车市

受疫情影响较大，从4月开始逐渐

恢复。进入九月份以后，迎来了

“金九银十”阶段，销量增长非常

明显，甚至超过了去年同期。

德清众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销售总监茹玉群介绍，9月份

该经销商新车销量超过去年同期

20%。湖州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德

清分公司销售经理施汝俊也表

示，9 月份销量增长同比超过

2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日渐提高，现在主流的购

车价格都在15万元以上。而当

前又一个新的特点是老车置换

新车这一购车群体逐渐增多，在

一定程度上促使豪华车的销量，

在近一两年迎来了销量增长

期。有置换需求的客户群体每

年都在以较高比例增长。有多

家经销商均表示，当前置换客户

占全部客户比例超过20%，近三

年来每年置换客户增长比例超

过10%。

业内人士预计，接下来到年

底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汽车销售

市场将趋于平稳，预计总体销量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优惠幅度

方面，一些有换代改款的车型在

迎来2021款之前，老款车型会有

比较大的优惠，其他车型优惠幅

度变化不大。

对于已经购买了新车的市

民，交管部门也特别提醒，临时车

牌有效期一般只有15天，市民务

必要及时上正式车牌，以免临牌

过期无法出行。

| 记者 韩洁 文

实习记者 沈丽雅 图

昨天上午，钟管镇东千村幸福

邻里中心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原来，十月的生日“益”起暖走进了

东千村，开展“尊老敬老，忆苦思甜”

公益志愿活动。

现场的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

为来自东千村的十多名十月生日的

老人唱起了《生日快乐》歌，老人们头

戴生日帽，围在一起吹蜡烛、切蛋糕，

并将这充满祝福的蛋糕与现场所有

人分享，老人们脸上都绽放出笑容。

杜云凤今年64岁了，是本月的

生日寿星之一。吃着手中香甜的蛋

糕，杜云凤表示，在她幼年的时候，兄

弟姐妹多，别说是蛋糕，家里连苹果

都很少有。现在家家户户都奔小康，

吃穿不愁，渐渐地，奢靡浪费多了起

来，这让她看着十分心疼，“现在的年

轻人点菜一大桌，吃不了就倒，粒粒

皆辛苦，即使物质条件好了，勤俭节

约的传统美德还是不能丢。”

志愿者们还组织老人们做手

工，并宣读勤俭节约倡议书，既满足

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增强

了厉行节俭、珍惜粮食的意识。

据悉，生日“益”起暖项目自

2018年3月启动至今，共计开展活

动30次，受益人数超过2000人次，

参与人次超过5000人次。

我县十月新车上牌量创新高
置换购车群体占比逐渐上升置换购车群体占比逐渐上升

十月生日十月生日““益益””起暖走进起暖走进东千村东千村

尊老敬老 厉行节约

| 实习记者 李睿萌 文 赵宁 图

日前，阜溪街道对两个老旧小

区进行改造，改造内容包括房前屋

后的铺设、绿化系统完善、停车位

以及休闲广场的建设等。力图从

多方面提升小区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目前，两个小区的改造工程均

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1月底全

部竣工。

其中一个改造的老旧小区长

安名苑建于2011年，整个小区有

292户居民。近两年小区基础设

施老旧、部分地基下沉、路面不平

整、规划车位太少等问题逐一显

现。经过改造，一个崭新的休闲广

场和周围附着的近60个车位即将

和居民见面，待绿植到位，后续收

尾，即可交付使用。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民生工程，

不仅要改造硬件设施，还提升了软

件配套。“改造以前，小区里老人跳

舞的地方也没有、小孩儿玩耍的地

方也没有，现在改造好了，大家都更

方便、舒服了。”长安名苑小区业主

魏先生是该小区的第一批住户，说

起了这里之前诸多不便。如今大家

一致赞同，改造后的小区，车位变多

了、环境更整洁了、花园更美了。

据了解，阜溪街道从2019年

开始已经陆续完成5个老旧小区

的改造工程，随着长安名苑和光明

小区这两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完成，阜溪街道的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将初步告一段落。街道城建办

副主任张枫表示，“这次老旧小区

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将更加深入地

对各个老旧小区的绿化进行进一

步的提升，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得

到更大改善。”

阜溪街道
老旧小区改造收尾

| 记者 俞丹丹

本周，厚厚的云层始终占据着我

县的天空，阳光也时隐时现。不过正

是因为云层的保温作用带来的影响，

早晨气温并没有很低，那么接下来天

气会怎样变化呢？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的具体

天气情况：10月30日(周五)多云到

晴，11～22℃；31日(周六)晴转多云，

10～21℃；11月1日(周日)阴天，有

时有小雨，13～19℃；2日(周一)雨止

转阴到多云，15～20℃；3日(周二)多

云到阴，12～18℃；4日(周三)多云到

阴，13～17℃。据现有的气象资料

分析，周五晴好天气将再次回归，不

过11月1日会有小雨来临。雨过之

后，仍然有不错的天气，又能晒到暖

暖的太阳。气温方面，近几天最高温

度保持在20℃上下，最低温度将在

31日降至10℃左右。

天气说变就变，昼夜温差拉开了

距离，市民要及时增减衣物。值得注

意的是，近期晴多雨少，森林火险等级

居高不下，大家要注意野外的用火安

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电安全。

秋意渐浓 早晚添衣

| 实习记者 徐晟昱

出门散步有人扶，午间吃饭不

用愁。幸福养老可谓是许多人对老

年生活最大的向往和期待。从今天

起，钟管镇上的老年人有了一处“老

有所养”的好去处。

10月28日上午，钟管镇示范型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南湖社区正式

开业。简约温馨的装修风格、悠然

恬静的环境氛围，走进服务中心，日

托室、健康评估室、理发换衣区、助

浴区、棋牌室、老年食堂等一应俱

全，全方位的贴心服务赢得不少老

年人的点赞。

“对我来说，这个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就和开在家门口一样，而且服

务也很贴心，我儿子女儿上班很安

心。”家住南湖社区的冯广林是麻将

爱好者，经常会出门和老友一起打

麻将。白天儿女无暇看顾，这个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成也打消了他

们的担忧。

据了解，钟管镇示范型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650平方米，在

4个日托室内共设置了10张床位，

具备生活服务、康复护理服务、托养

服务等六大基础功能，专门引入了

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进行运营，是德

清县养老服务提升的一个缩影。

“建设镇（街道）级的示范型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是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此次钟管镇示范型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建成之后，我们也实现了德

清县全县范围内镇（街道）级的示范

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全覆盖。”据

德清县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沈瑜

介绍，镇（街道）级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较以前村（社区）级的服务中心

而言，不仅增加了康复护理、助餐助

浴助行以及日间托养等服务，在覆

盖人群上来说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老有所养 乐享晚年
钟管镇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业钟管镇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业

昨天，乾元镇明星村乌牛山附近，该村人大代表、党员、妇联志愿者等正在清除加拿

大一枝黄花。加拿大一枝黄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全球最具威胁的100种外

来入侵生物”之一，国家林业局于2005年将其列入“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被称为

“生态杀手”“霸王花”。

通讯员 张燕 方阿明 特约记者 小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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