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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微课堂

预防登革热，防蚊灭蚊是关键

■通讯员李骏

一、什么是登革热
登革热是登革热病毒引起、伊蚊传播的一

种急性传染病，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病。临
床特征为起病急骤，高热，全身肌肉、骨髓及关
节痛，极度疲乏，部分患者可能有皮疹、出血倾
向和淋巴结肿大。

二、萧山区的登革热疫情
登革热对于浙江省来说其实是个“舶来

品”，原本本土并没有这种疾病。后来随着经
济发展，进出口量的提升以及人员的流动，这
个原本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行的疾病，才输
入到我国大部分地区并引起本地传播。2017

年杭州市暴发了严重的本地登革热疫情，我
区的多个镇街出现了较多的本地病例，当地
居民在一时间“谈蚊色变”。因为该传染病传
染能力强，传播媒介数量多，给疫情防控带来
很大的难度，2017年这场本地疫情直到天气
渐冷，蚊虫密度下降才被完全控制住。2017
年之后我区也有散发的登革热病例，但各镇街
有了防控经验，都能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在最
短的时间内将疫情扑灭，没有导致疫情后续的
本土蔓延。

三、登革热的传播
登革热跟普通传染病不同，它不能通过呼

吸道、接触、粪口等常见的传播途径感染人类，
而是有它独特的传播方式：通过“蚊虫叮咬”传
播。但这蚊虫还有一定讲究，不是所有的蚊子
都可以传播登革热。对我们萧山来说，只有一
种蚊子会传播登革热，它就是白纹伊蚊，也就
是土话里说的“花脚蚊子”。

四、罪魁祸首白纹伊蚊
根据区疾控中心2015年至2020年的监测

数据显示，我区近5年的优势蚊种主要是淡色
库蚊和致倦库蚊，约占捕获蚊虫总数的85%左
右，其次才是白纹伊蚊，约占12%。虽然“花脚
蚊子”在数量上并没有占多少优势，但是，它们
的威猛程度可比一般的蚊子高多了。

白纹伊蚊是半家栖蚊种，它的主要活动范
围是在室外，在温度较高的中午和夜深人静的
晚上，它们一般都躲在阴凉隐蔽的地方休息。
但到了早晨、傍晚两个吸血高峰期，它们就彻
底暴露出嗜血的本性了，人们一旦进入它们的
攻击范围，只要有一点点暴露的皮肤，它们马
上就会顺着人体气味和呼出的二氧化碳精准
定位，然后狠狠地给上一口。有些凶狠的花蚊
子完全可以在你行走的过程中攻击你，利用它
那锐利的口器刺穿你的皮肤并牢牢固定在上
面，等你发现它，腾出手去驱赶的时候，它早就

饱餐一顿、晃晃悠悠飞走了，给你皮肤上留下
一个又痒又红的小包，有些人甚至会破溃并留
下较长时间的疤痕。这还没完，如果这只“花
脚蚊子”携带了登革热病毒，那么很不幸，你将
很有可能被感染上这种疾病。不止如此，除了
登革热，“花脚蚊子”还能传播寨卡病毒病、基
孔肯雅热等疾病，所以，我们在防控登革热的
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消灭“花脚蚊子”这个罪
魁祸首。

五、登革热的防控
对于老百姓而言，做到防蚊、灭蚊和清除

孳生地这三点就能有效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
播疾病了。如果本地没有登革热疫情，也不去
疫区旅行或工作，你大可不必费很多心思去提
防你身边的蚊子，因为它们身上没有病毒，并
不会把疾病传染给你，顶多是遭受一些“皮肉
之苦”。但如果你怕受蚊虫叮咬的痛苦、要去
疫区或者身边发生了登革热疫情，就一定要小

心了。
你可以先从着装上入手，穿轻便的长袖长

裤，穿包裹性好的鞋子，尽量减少皮肤暴露；身
上涂抹一些蚊虫趋避剂，这些趋避剂可以在超
市买到，但要注意甄别产品质量；尽量错开蚊
虫活动高峰期再活动，并少去草丛、树林、竹林
等蚊虫喜欢的栖息地；家中常备纱窗和蚊帐，
避免蚊虫叮咬。

灭蚊是个技术活，家中可以备一些灭蚊的
设备，比如电蚊拍、电蚊香液、蚊香、喷雾剂和
灭蚊灯等。每个灭蚊设备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蚊虫生活离不开水，除了成虫，它的80%
生命期都在水里度过，所以，要想“斩草除
根”必须从蚊虫的孳生地--“积水”下手。居
住的周边定期清理容易存水的杂物、器皿，水
生植物3-4天换一次水，保持生活环境卫生
整洁。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
员、事业、国企、教师、白领、
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9月18日 8∶30-16∶30
检修城东变人医A589线人
医开G13萧山第一人民医
院：萧山区城厢街道第一人
民医院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检修丽都变堰河
C13线交通分支开G14交金
分线：萧山区城厢街道金城

花园1#公变、金城花园4#公
变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00-
16∶00检修祥河桥9#变：河
上镇祥河桥村9组等一带；8∶
00-16∶00 检修祥河桥 5#
变：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
河桥村5组等一带；8∶30-14
∶30检修凤凰C573线凤村开
凤凰五金分线01/A02+1#
杆凤凰经济联合社开关：萧
山区衙前镇杭州萧山衙前凤
凰股份经济联合社。

9 月 22 日 9∶00-17∶
00 检修东沙 A493 线 86/
02/02#杆群英村 20#变令
克、86/05#杆群英村13#变
令克：萧山区益农镇群英村
一带；8∶35-13∶00检修沿

江 C619 线双圩村 2#变令
克：萧山区新街街道双圩村
等一带；13∶05-17∶30检修
新镇C620线双圩村14#变
令克：萧山区新街街道双圩
村等一带；8∶30-16∶30检
修丽都变堰河C113线国土
开G13堰河分线：萧山区城
厢街道金城花园2#公变、金
城花园 3#公变、61085 部
队、杭州萧山城市建设发展
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30-
18∶30 检 修 湘 湖 变 瓷 厂
C405线众安开G14永盛分
线：萧山区城厢街道杭州牛
牛苑物业管理、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政府北干街道办事
处、永盛家园1#公变、永盛

家园2#公变附近及其周边
一带；8∶30-11∶30检修裘
江A605线02/05#杆高运房
地产开关：萧山区新塘街道
新惠名苑小区西区；9∶00-
12∶30检修大通C215线大
通开佳利食品分线56/01#
杆奥兰特羽绒令克：萧山区
新塘街道杭州奥兰特羽绒；9
∶00-12∶30检修大通C215
线大通开佳利食品分线56/
02#杆城厢供热令克：萧山
区新塘街道杭州萧山城厢供
热；12∶00-16∶30检修傅楼
C207 线东隆化纤分线 36/
12#杆金利发羽绒令克：萧
山区新塘街道浙江金利发羽
绒制品。

便民热线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8日10时在萧山区益
农镇荣盛文化中心（地址：益农镇学工路30号）举行拍
卖会。

一、拍卖标的物：位于益农镇集镇二小拟建区块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残值拍卖，总建筑面积
25313.09平方米，其中钢混结构12824.78平方米，砖
混结构4425.44平方米，钢结构8062.87平方米。整
体起拍价10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采用有底
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二、竞买人资质要求：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
包3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2级及以上建造
师，且无在建工程。

资格条件由委托人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出具证明
再到萧然拍卖公司进行报名。

三、咨询、报名及相关事项：即日起至2021年9月
27日16时止接受咨询、报名、展示并提供相关资料，标

的展示在现场（联系人:孟先生，15268625183）。有意
竞买者须在2021年9月26-27日15时前对公账户
向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浙江萧山农商
银行城厢支行；账号：201000011229248）交纳竞买
保证金（不计息）后，凭有效证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身份证复印件、建造师证复印件、委托人审查合格证明
原件、公章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等）办理报名竞买
手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
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竞买保证金须确
保2021年9月27日15时前到账。

萧然拍卖公司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78号
联系电话：82729929、82816862、82717700
详情见：www.hzxrpm.com。
委托人联系电话：孟先生，15268625183
联系地址：益农镇人民政府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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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9月17日晚潮时间
22∶30
22∶49
23∶52
危险

高潮位(米)
4.00
3.90
3.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18日 早潮时间
11∶00
11∶20
12∶28

高潮位(米)
3.40
3.30
3.20

因航坞水系工程建设需要，瓜沥镇工农村东庵山朝北面山脚向上10米内的坟墓需迁移，自
公告发布起至9月26日办理迁坟事宜，过期作无主坟处理。

联系电话：82518512 13758160988 13957174711 联系人：万先生 庞先生
瓜沥镇工农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6日

迁坟
公告

杭州萧山矜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已决定解散，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清算组电话：82405155

注销清算公告

《怎样设置交通信号灯 欢迎您来当“高参”》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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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或来电或留言 4天汇集建议500多条
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怎样设置?自

9 月 13 日本报联合萧山交警部门推出“信

号灯,我有话说”特别活动以来，广大市民

积 极 参 与 ，或 打 来 电 话 或 在 微 信 后 台 留

言，短短 4 天时间就汇集了 500 余条意见

建议。经记者仔细梳理，这些意见建议主

要集中在信号灯配时、信号灯设置及信号

灯增设三个方面。

■文/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钱宽 摄/记者 郭立宏

在众多的网友留言中，关于信号灯配时，提
及最多的就是直行绿灯时间太短。网友“时光中
的幻想”留言说，地铁湘湖站湘西路直行的绿灯
时间太短，有时只有5秒，行人刚走到路中间就亮
起了红灯。网友“宏”留言：萧绍路回澜路交叉口，
南北向直行绿灯白天段时长仅15秒左右，不少老
年人或小孩过马路时显得紧张，建议适当增加绿
灯时长。

市民洪先生特意打进本报热线82654321反
映，蜀山路潘水路交叉口，东西向直行时绿灯时间
过短。洪先生说，蜀山路为双向六车道，每次从山
水苑小区出来，要穿过马路到对面施家大食堂用
餐时，看到绿灯一亮便跑步向前，不然就可能被拦
在路中间，等待下一次绿灯亮起才能走。网友“小
贝贝仪”也提到了这里的信号灯：潘水路蜀山路交
叉口，潘水路直行绿灯时间太短，恳请交警去实地
查看体验。

还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左转绿灯时间短，导致
车辆排长队等待。网友“jeccy”留言说，振宁路市
心北路交叉口，左转到市心北路的绿灯太短了，经
常造成左转车辆排起长队，而边上的直行道和右
转道却很空。网友“我只洗碗不吃饭！”留言：晨晖
路东向西，广仁小区门口的红绿灯左转时间太短，
每次晚高峰必须等四五个红绿灯才能通过，希望
交警部门合理调整。网友“等候晨星”留言说，建
设四路新街科创园附近的红绿灯，东西向左转时
绿灯时间太短，特别是傍晚5点半前后，左转和调
头的车辆排起长队，要等四五个红绿灯之后才能
转过去。

在信号灯设置方面，网友的意见
有两种，一种赞成直行和左转的绿灯
分开，另一种则建议直行和左转的绿
灯同时亮起。

市民戴小姐住在钱江世纪城，每
天早上开车沿市心路往南，行至市心
路体育路交叉口时，她本来要从右侧
车道往左转至体育路，但因为左转和
直行的绿灯同时亮起，只有等对面直
行的车辆全部通过后才能左转。“每次
过这个路口，车辆都很拥堵，能否在这
个路口先亮左转绿灯，过10多秒后再
亮直行绿灯?”戴小姐打进本报热线电

话反映。
网友“俞”也说，在风情大道晨晖

路交叉口，沿晨晖路往西方向的直行
绿灯和左转绿灯每次都同时亮起，而
一般左转车辆较多，没等左转车辆全
部通过，风情大道由南向北方向的右
转绿灯亮了，容易造成拥堵，且存在安
全隐患，建议左转绿灯和直行绿灯隔
开一定时间。

网友“Mr.水番”说，很多路口的直
行绿灯和对向的左转绿灯同时亮起，
导致左转车辆根本过不去，一个绿灯
也通行不了几辆车，像市心路人民路

路口东西向的通行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猫猫子”也希望左转的绿灯

和直行的绿灯分开，不要同时红灯同
时绿灯，例如西山隧道南面路口，因为
车子互不相让，容易堵在路中间。

也有网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网
友“钟大卫”留言说，通惠南路南秀路
交叉口，希望早高峰时段南向北左转
绿灯和直行绿灯同步，否则直行排队
车辆多，同时影响左转车辆通行，造
成物美超市至万都晶典公寓路段堵车
严重。

网友“薇”也留言：湘湖隧道出口

往滨江方向，由南向北左转红绿灯能
否和直行红绿灯保持一致，否则直行
车辆占据左转车道，导致左转车辆无
法通行。

网友“孙雨金”留言说，亚太路风
情大道交叉口，车流量很大。往东西
方向，左边车道是左转直行共用，但
是信号灯绿灯左转与直行不同时，容
易出现一个左转车辆堵住一批直行
车辆或者一个直行车辆堵住一批左
转车辆的情况。建议西向东直行左
转同时绿灯，然后东向西直行左转同
时绿灯。

在网友的留言中，对增设信号灯
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新建小区出
入口，信号灯的设置有利于保障居民
出行安全。

位于萧然西路的旭辉珺悦府是去
年交付的新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
有多位网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在萧然
西路旭辉珺悦府出入口附近增设交通
信号灯。网友“3895”建议，除增设信
号灯外，还要增加斑马线，方便居民
过马路，同时加强对网格线管理，对

于拥堵时汽车停在网格线上的行为进
行处罚。

网友“Fancy_Zheng”留言：建设
一路云章映月华庭小区门口，行人过
马路极不方便，建议在此处增设信号
灯，同时增加斜纹线提示机动车减速。

网友“ZTY”留言说，临浦白鹿塘
五号桥出来的路口(绿岛加油站旁边)，
每到工作日上下班高峰时段，车辆就
堵得特别严重，能否考虑在这里设置
一个红绿灯。

网友“新月新阳新然”留言，建设
四路萧山区新街第四小学西侧，盛中
村一组和四组的进出道路已扩大，希
望在此处增设红绿灯和左转车道，方
便新街四小接送学生车辆调头和当地
村民进出。

新塘街道的朱先生打进本报热
线 82654321，希望在新城路浙江孚
达汽车有限公司4S店南侧路口增设
交通信号灯，便于周边村民安全过
马路。

交通信号灯是否可以随意装？
设置要遵循怎样的规律？通行时间
长短有没有限制？今日，我们在交警
大队指挥中心开设一场“信号灯，我
有话说”直播活动。对于广大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由交警蜀黍在线“云答
疑”。后期，对于市民反映比较集中
的问题，交警部门将认真实地踏勘，
综合各方面意见，进行合理调整，让
交通信号灯满足绝大多数交通出行
者的需求。

信号灯设置：市民提出两种建议

信号灯增设：新小区、繁忙路段呼声高

信号灯配时：
适当增加绿灯时长

人民路育才路十字路口，左转直行车辆排起长队。 市心南路晨晖路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