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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伏+台风
今明有风雨

《养父母帮女儿找亲生父母》后续

平阳两户人家昨来瑞认亲

看看天气
RUI BAO

■记者 杨微微/文 孙凛/图

“我想帮女儿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当初我们抱养她的时候，听
说她父母是平阳腾蛟人。”连日来，经本报、
“无线瑞安”APP、瑞安
网的报道，桐浦镇张挺林夫妇帮养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引起市
民和网友极大关注，记者接到近 30 个电话，询问小宇当年被抱养
时的相关情况。
经过初步信息核对，有几户人家提供的信息与小宇的情况基
本相符。昨日，来自平阳的林家姐妹、付家夫妇来到本报，与小宇
的养父母碰面，进一步核对当年的细节。
林家姐妹与张挺林夫妇核对相关信息

林家：出生时间、
抱养地点都对得上
早 上 9 时 许 ，张 挺 林 夫 妇 来 到 本
报。
“女儿最近在昆明旅游，暂时还没有
告诉她，我们先帮她看看。
”张挺林说。
没多久，来自平阳的林家两姐妹从
腾蛟赶到本报。
林家大姐林丽新是从“无线瑞安”
APP 上看到这条寻亲新闻的。
“ 我觉得
小宇的情况跟我家小妹非常像，出生日
期是同一天，被抱养的时间也差不多，
就是个别细节有点对不上。听我爸说，
当时收养的家庭说自己没有孩子，是温
州水心当地人。”林丽新说，那天看到这
条消息后，马上转发给妹妹，两人向父
亲旁敲侧击地打听小妹当年被人抱养
的细节。
“听我爸说，当年那户人家抱养小
妹时说‘以后不给相认’。虽然小妹被
别人抱养，在我们家不是秘密，家里人
也会经常说起，但我爸因这句话，没有
主动去找过小妹，也叮嘱我们不要找。
我们知道爸很想小妹，但他担心万一小
妹在领养人家里生活得很好，也不知道

帮你寻亲
RUI BAO

自己的身世，贸然打扰他们的生活就不
好了。”林丽新表示，看到那条新闻《养
父母帮女儿找亲生父母》，才与妹妹赶
到瑞安，和张挺林夫妇见面。
林家两姐妹一个 27 岁，一个 24 岁，
张挺林夫妇见到她们后的第一反应是，
小宇与二姐看着比较像，个子差不多
高，不过小宇瘦一些。
就小宇的出生时间、被抱养的地
点、介绍人等情况，张挺林与林家两姐
妹逐一核对，基本对得上，个别信息因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还存在疑点。比
如，张挺林的妻子陈凤菊说，当时她去
抱孩子时，见过孩子的父亲；而林家姐
妹从父亲那里打听来的消息是，父亲当
时见过领养人夫妻，且对方说家里没有
孩子，
而张挺林已有一个儿子。
林丽新说，当年自己五六岁，家里
条件困难，父亲通过废品回收站老板介
绍，帮小妹找了一户好人家。小妹被送
走后一个月左右，一家人从温州回到平
阳腾蛟。
林丽新找出父亲的照片给陈凤菊
看。
“看样子有点眼熟，但是这么多年过
去，容貌有变化，
不好认。
”陈凤菊说。
两家人约定，等小宇从昆明回家
后，告知她这一消息，确定下一步与疑
似亲生父母见面，进行亲子鉴定。林家
姐妹表示，愿意等小宇的回复，小宇愿

付刚棉夫妇与张挺林夫妇核对相关信息

意相认，再带父母来瑞安与她相见。

付家：
小宇和他的女儿非常像
张挺林夫妇与林家姐妹交流接近
尾声时，也来自平阳的付家夫妇赶到
本报。
“好几个朋友看到消息，个个都发
给我，说小宇跟我家女儿这么像，肯定
就是我家当年送出去的孩子，让我一定
要去看一看。”付刚棉说，当年他与妻子
也在温州谋生，在温州生下女儿后，在
医院里托人将孩子送走。
付刚棉介绍，当年时间仓促，没有

动车上旅客突发疾病

瑞安两位好医生出手急救
本报 讯（记 者 陈 成 成 通 讯 员 李
晓 云）
“5 号 车 厢 有 乘 客 发 病 ，请 医 生
前往救助……”听到列车广播后，正在
动车上的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陈镇国
与普外科主任徐定银先后赶到现场急
救。这是日前发生在 D3112 动车上的
一幕。
据了解，8 月 10 日晚，陈镇国、徐定
银等人搭乘 D3112 动车，从瑞安出发，
去宁波参加一场课题调研会议。当晚

19 时 30 分许，D3112 动车从瑞安站驶
出不久，一名女乘客突发疾病。听到列
车员的广播后，同在 5 号车厢的陈镇国
立刻赶过来。那名女乘客 20 多岁，满
头冒汗，右手捂住肚子，弯着腰，表情痛
苦。陈镇国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一一作
答。陈镇国推测，可能属于内科方面的
疾病，立刻打电话给 7 号车厢的徐定
银。巧的是，徐定银也听到了广播，正
从 7 号车厢赶来。

关于瑞安市福泉西路(瑞中东门-沙河路)
实施交通限制的通知
因福泉西路(瑞中东门-沙河路)道路整治工程施工需要，
为
确保道路交通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九条规定，
决定对福泉西路(瑞中东门-沙河路)段实施临时
限制交通措施，
从 2017 年 8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止，
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途径该路段车辆请绕道周边道路通行。请沿线单位、
居民及过
往车辆、
行人自觉遵守本通知规定，
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瑞安市市政园林局
瑞安市锦湖街道办事处
瑞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7 年 8 月 19 日

徐定银先组织乘客腾空出一排座
位，让病人躺下。经过初步诊断，这名
女乘客可能为急性肠胃炎发作。列车
员取来备用药物，徐定银选了其中两种
让病人服下。徐定银说，这些药物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病情，但最好去医院
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女乘客服药后，病情有所缓解，得
知两位医生要在宁波下车，而自己要到
杭州才下车，她有点紧张，害怕再次发

记下女儿的出生时辰，大概是 1995 年
出生，具体被抱养到哪里，自己也不知
道。看到年龄相仿的小宇寻找亲生父
母，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小宇要
与林家或者其他人做亲子鉴定，我们也
想去试试。
”付刚棉说。
按照原先计划，
记者约了4户信息较
符合的家庭与张挺林夫妇见面。除了上
述的林家、付家，
胡先生在约定的见面时
间前来电表示，
小宇与他要找的女儿信息
对不上，
不来了；
王女士因有事耽误没来。
林家和付家，是否有一户是小宇的
亲人？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如果你是
知情者，请帮小宇找到亲生父母吧。联
系电话 13958846666。

病。在列车长的建议下，女乘客同意先
在宁波站下车，并到当地医院作进一步
观察。
列车员与宁波站负责人沟通，联系
了宁波 120。两位医生与同行的几个人
一起护送患病女乘客走出动车站上救护
车，
并向救护车上的医生介绍了情况。
事后，记者联系上了两位医生，他
们的回应如出一辙：
“治病救人，既是本
职工作，也是医者本能。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吴美法向我局
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编号：2017-041

兹有房产权利人吴美法提供瑞国用(95)字第 0000095 号土地证、
瑞安市房权证安阳镇字第 0052907 号房产证、房地产买卖契约、完税凭
证、承诺书材料，来我局申请办理坐落于沙河新村 25 幢一单元 302 室，
土地面积为 13.58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68.08 平方米的不动产转移登
记。根据房产权利人吴美法提供的材料，该房产于 2001 年 5 月由吴焕
锚卖给吴美法，并申请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现公告要求吴焕锚在 15
个工作日内来我局申请办理相关不动产转移登记过户手续。若吴焕锚
在公告期内未来申请的，
将由吴美法向我局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办理地址：
瑞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三楼大厅(安阳路 95 号)
联系电话：
66807656、66807659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8 月 22 日

本报讯（记者 蔡玲玲 通讯员 余余鹏）昨天出伏
啦。出伏就代表着伏天结束；
此外，
本周三迎来二十
四节气中的处暑，
处暑即为
“出暑”
，
是炎热离开的意
思。那么，接下来的天气是不是就不再炎热了呢？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说，
从目前的天气趋势来看，
本周
受到台风
“天鸽”
的影响，
略有降温。不过，
在真正入
秋前，
还是会有高温反弹的可能。
“气温是慢慢降下来的，不会一蹴而就。”市气象
台工作人员表示，
我市8月下旬出现高温极为正常，
正
式入秋一般要等到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测，
受13号台风
“天鸽”
外围
影响，
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市区
周二，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等，
局部大雨，
26
至31℃；
周三，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等，
局部
大雨，
26至32℃；
周四，
多云到阴有阵雨，
26至33℃。
沉寂了许久的台风又开始活跃了，8 月下旬，台
风很可能再度组团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
未来 10 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有 2 个台风生成。
受台风影响，22 日至 27 日，南海中北部海域将有较
大风雨天气，
华南将先后出现两次大到暴雨、局地有
大暴雨过程。
除了台风，需要注意的是，近段时间冷空气和副
高在不断博弈，
因此午后雷阵雨来得比较频繁，
大家
要注意科学防雷。如果在户外遇到雷雨，应尽量进
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躲避，万不可在树木下避
雨或在水边、洼地逗留；待在室内，最好拔下电器插
头，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使用手机上网，特别
是在靠近窗户的位置。

销售假冒创可贴
后果很严重
没赚到 100 元
换来拘役3个月、
罚金1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 芮萱 记者 李心如）为谋取利益，
许
某在明知是假冒药品的情况下，
仍购入一批假冒创可
贴，
在其店里销售。近日，
市法院审结一起创可贴涉假
刑事案件，
被告人许某销售假药的行为构成销售假药
罪，
被判处拘役3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据了解，许某在安阳街道经营一家日用品百货
店。2016年12月，
他在明知是假冒药品的情况下，
购
入假冒的
“云南白药”
创可贴500盒、
“邦迪”
苯扎氯铵贴
180盒。
“那个业务员骑着三轮车来我店里卖货，
说是假
冒的，
进价要比市场价低很多。我觉得有利可图，
就进
货了。
”
许某说，
这批假冒创可贴在其百货店内销售。
今年3月28日上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许某经
营的店内，
现场查获假冒
“云南白药”
创可贴469盒、
“邦
迪”
苯扎氯铵贴128盒。当日下午，
该案被移交至公安
机关。经鉴定，
上述查获的创可贴均系假药。
“我以为创可贴这种小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想
挣点小钱，
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
许某说。经
查，
许某共卖出假冒创可贴83盒，
净利润96.5元。
法官提醒，
市民购买医药用品一定要到正规的药
房。假冒的创可贴贴在伤口上，
会影响伤口愈合，
伤口
处理不当，
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破伤风。

关于周成仕向我局
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编号：2017-040

兹有房产权利人周成仕提供瑞国用(2008)第 1-93 号土地证、瑞安
市房权证安阳镇字第 0046679 号房产证、房地产买卖契约、完税凭证、
承诺书、门牌证等材料，
来我局申请办理坐落于瑞安市锦湖街道旗杆东
路六弄 3 幢一单元 301 室，
土地面积为 17.18 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 73.75
平方米的不动产转移登记。根据房产权利人周成仕提供的材料，该房
产于 2000 年 12 月由翁细金卖给周成仕，
现公告要求翁细金在 15 个工
作日内来我局申请办理相关不动产转移登记过户手续。若翁细金在公
告期内未来申请的，
将由周成仕向我局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办理地址：瑞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三楼大厅(安阳路 95 号)
联系电话：66807656、66807659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