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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眼眼

38.6℃！创我市5月历史最高气温
从明天开始有雨水光顾，将逐渐降温

□见习记者 叶宁 通讯员 胡永利

本报讯“女孩的父亲冲过来，双手

都拿着菜刀，一个劲地说要砍小偷。我

怕出事情，竭力劝阻他。后来他的菜刀

割到了我的左手，导致中指、无名指肌腱

断掉⋯⋯”近日，还在市骨科医院接受治

疗的谢升元描述起当时的场景，他觉得

全力阻止事态恶化是他的职责所在。

今年 40 岁的谢升元，2016 年 5 月到

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城西警务中心做巡

逻队员。1日晚，谢升元和另两名队员在

木长降村巡逻，巡至广场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循声查看后发现一名女孩匆匆跑

来，称刚刚有一个黄头发男子将她拦住。

在打电话回所寻求支援后，谢升元

等人在附近寻找该可疑男子。不一会

儿，又有两名女孩跑来说有个男子进入

她们房间，描述特征和之前一样。因为

两起事件发生时间相隔不长，谢升元相

信可疑男子并未走远，于是继续寻找，最

终在一幢房子的二楼将其抓获，准备找

女孩过来辨认。

就在此时，一名手拿菜刀男子怒气

冲冲赶来，嘴里嚷着要砍小偷。“这事先

弄清楚，公安机关会处理的，你不要冲动

⋯⋯”谢升元见状上前劝阻，试图夺下菜

刀。但男子情绪已失控，不停挥舞着菜

刀。正当谢升元抓住他的右手腕时，他

举起左手菜刀要砍，谢升元本能地伸出

左手去挡，不料，锋利的菜刀一下划到了

他的手指，顿时鲜血直流。

不顾手伤，谢升元上前从男子手中夺

下菜刀放在墙角边，仅用纸巾包扎了手

指，坚持在现场劝阻，直到支援民警赶到。

经审讯，可疑男子伍某，16 岁，贵州

人，租住在木长降村。当晚 11 点多，伍

某喝了酒准备回家睡觉，路过广场附近

时，突然想去偷点东西，遂蹿至事发楼房

一个未上锁的房间，偷得苹果手机一

只。不料在下楼时，遇见了上楼的女孩

龙某，想拦住她。龙某一见陌生男子就

呼喊着跑下了楼。伍某又上至五楼，推

开一间未上锁的房门想继续偷东西，不

料房间里还没睡觉的姐妹俩就大声叫了

起来。

在排塘开夜宵店的赵某接到女儿打

来的电话，说有陌生男子进入房间。当

时已喝过酒的他一听就来气，从店里拿

了两把菜刀开车回到木长降，正好看到

谢升元等人已将伍某抓获，便要过去

砍。酒醒后，赵某为自己的冲动行为后

悔不已，待谢升元伤势鉴定结果出来后，

还有可能面临处罚。

日前，涉嫌盗窃罪的伍某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男子酒后冲动拿菜刀欲砍小偷

巡逻员徒手夺刀
阻止事态恶化

□记者 吕育才

本报讯 几位小伙伴相遇，都会

问:你们单位开空调了吗？因为我们

正在经历最热的5月。

前天，我们迎来了入夏后的第一

个高温日。据市气象台景文超介绍，

前天 16 时 29 分，城区最高气温达到

了 36.6℃，是我市今年入夏后第一个

高温日。我们知道，气象学意义上的

高温日，指当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35℃。

昨天，热浪继续，气温上升趋势

有增无减。根据市气象台测量：昨天

早晨城区最低气温 27.4℃，昨天早上

9 时，气温已经升到 33℃。为此，市

气象台 10 时 15 分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受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控

制，预计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将升至 38℃左右，请各有关方

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杭州的 5 月中旬历史最高气温

出现在 1963 年 5 月 22 日和 2011 年

5 月 20 日，都是 36.5℃。而 1963 年

杭州的最高气温在我市只是第二高

温，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 2009 年 5

月 16 日，为 37.5℃。昨天最高气温

为 38.6℃，不仅超过了有史以来 5 月

中旬最高气温 37.5℃，还超过 5 月份

最高气温 37.8℃，成为我市 5 月份最

高气温。37.8℃这个我市5月份最高

气温是2013年5月29日创下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天

气温上升越高，在上空聚集的不稳定

能量就越大，出现暴雨、强雷电、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就越高，请做

好防范工作。

景文超说，近几年 5 月中旬常常

会出现高温日子，5 月份的平均气温

也都是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十多年来

气温有不断变高的趋势，另外是副热

带高压增强的缘故。副热带高压源

源不断地将暖湿气流从印度洋、太平

洋输送到我国。这次暖湿气流非常

强势和凶猛，影响范围也非常大，不

仅影响我国南方地区，还会影响到东

北地区。

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度，而且几

乎没有风，这几天简直就是桑拿天。

不过，好消息要来了，从明天开始，副

热带高压势力会逐渐减退，我市将会

有明显的降温过程，还会出现午后局

部阵雨或雷雨。20 日以后，随着雨

水的增多，温度还会降一降，最高气

温会降到30℃以内，这就凉爽多了。

我们再来看看市气象台 5 月 16

日 10 时发布一周天气展望：17 日，

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

雷雨，温度 26～36℃；18 日，多云，

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

雨，温度 24～35℃；19 日，多云到阴

有阵雨或雷雨，温度 24～31℃；20

日 ，阴 有 阵 雨 或 雷 雨 ，温 度 24～

28℃；21 日，阴有阵雨，温度 24～

28℃ ；22 日 ，阴 有 时 有 阵 雨 ，温 度

21～28℃；23 日，雨渐止转阴到多

云，温度22～29℃。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会带给人们

许多不适，现简单介绍一些生活小常

识：一是防晒，白天外出时最好带把

伞，穿着长衣长裤。爱美者可以涂些

防晒护肤品。二是增加午休，夏天天

亮得早，人们起得早，而晚上相对睡

得晚，易造成睡眠不足，所以要增加

午休。三是多吃凉性蔬菜和苦味食

品，苦瓜、丝瓜、黄瓜、菜瓜、番茄、茄

子、芹菜、生菜等均属凉性蔬菜。四

是多喝水。高温之下，人体需要大量

水分，我们不要等口渴时再喝水，尽

量不要喝冰水、生水，少喝饮料。

□记者 程轶华

本报讯 13 日，由环球健康与教

育基金会主办，浙江省文化厅、浙江

省文物局指导，浙江自然博物馆承

办，我市博物馆和西城街道文化站协

办的“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知

识挑战赛活动 2018 浙江分站永康赛

区预选”在市博物馆举行。

共有来自永康中学、大司巷小

学、民主小学、人民小学、兰溪市实验

小学 32 组团队参赛，其中展览组 30

组，表演组2组。

展览组参赛团队的作品颇具创

意，如“变与不变”“把握天气的脉

搏”等。还有的作品还颇具地方特

色，如“公正的秤”“大铜世界”等作

品以手法多元、作品精致，体现得栩

栩如生。在回答评委提问的环节

中，选手们将自己探索自然，走进社

会，通过团队协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与评委进行了分享。此外，在参赛现

场，选手们亲自制作表演道具，布置展

板，团队之间配合娴熟，家长和老师纷

纷表示参与本次活动让孩子的学习、

动手、协作等综合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据了解，开展环球自然日活动旨

在激发中小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的兴

趣，提高其研究、分析和交往能力的

课外科普教育活动。以自然科学为

内容范畴，每年确定一个主题，2018

年度的活动主题为“过去、现在、未来

——把握创新的来龙去脉”。

通过现场的严格评审，永康赛区

共 11 组优秀作品入围浙江分站决

选，其中我市占了10组。

16日13时，记者在总部中心测量气温达38℃。

记者 杨成栋 摄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赛在市博物馆举行

我市10组作品入围省赛

永康市唐先镇小城镇整治——唐先
四村菜场、广场管理用房及公共厕所工程

（造价约 440.3280 万元）招标，请同时具
备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和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的单位带盖章复印件及永康市建筑业企
业诚信信息录入证明到总部中心金州大
厦12楼报名。详询：0579-87076639。

报名时间：2018年5月17日-18日
永康市唐先镇唐先四村

2018年5月15日

招标公告
永康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

菜场豆腐摊位招标。
报名时间：2018年5月17日
报名地点：大坟山沿村菜场办

公室
联系电话：13605895262

永康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
2018年5月15日

摊位招标
永康声桥助听器于 5.19(星期六)

举行助残月活动
体验新技术 可轻松连手机打电

话看电视
1:进店即可免费领取鸡蛋一袋；
2:瑞声达 TN2T75 耳背机，原价

1180元/台，现价590元/台（限10台）；
3:美国、丹麦、瑞士等国家品牌助

听器优惠验配，7.5折起；

4: 感 恩 回 馈 ，特 惠 机 型 ，原 价
5000 元/台 ，现 价 3200 元/台（限 5
台）；

5：爱耳助残，有残疾证的用户可
额外享受 200 元-500 元的优惠（特价
机除外）。

地址：丽州北路 7 号（公安大楼站
下车即可）

电话：0579-87136233

耳聋助听器
沪械注准20162460828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