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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年5月15日16时发布

今明两日
高温迎来“巅峰”

周五以后才会被“叫停”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35℃、
36℃、37℃……5 月中旬，“高温
君”就狂刷存在感，富阳一下子从
初夏跳到盛夏，出现了这个时节
少见的桑拿天。今明两天，此轮
高温天气将达到“巅峰”，高温范
围和闷热程度好似7月三伏天。

昨天，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
来得毫无悬念。昨天早上8点多，
富阳很多地方的气温就已经超过
30℃，与此同时空气相对湿度达
到 60%以上，体感闷热异常。午
后，城区最高气温冲到 36.1℃，大
源站的气温为全区最高，达到
38.9℃。

今天升温势头依然有增无
减，最高温将直奔37℃，部分乡镇
可能冲破 39℃。气象部门提醒，
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时间早、
持续时间长，公众要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注意防晒，及时补充水
分。

明天，副热带高压的势力开
始减退，富阳上空会出现午后局
地性的阵雨或雷雨。不过，高温
还没有结束的意思，区气象台预
测 明 天 的 最 高 气 温 仍 有 35―

36℃。
天气就这么一直热下去吗？

当然不会，毕竟现在还是 5 月，副
热带高压还不至于强大到长期盘
踞在江南一带。周五以后，随着
阵雨或雷雨继续增多，高温将被

“叫停”，周末两天气温明显降低，
19―21日白天最高气温在26℃上
下。

“@杭州市气象局”还针对网
友“该不该铺凉席”做了专门的解
答：从短期来说，这次持续 4 天的
高温过后，气温将会明显降低；从
长期来说，6 月将迎来梅雨期，届
时受雨水影响，气温也不会过高
（非典型的梅雨除外），如果遇上
“冷黄梅”，气温还会更低。所以，
凉席还不着急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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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孟军）继
为当年度满60周岁、70周岁市民送卡上门
之后，富阳民政又推出升级版服务，将历年
来符合要求，但还未办理“浙江省老年人优
待证”（俗称“老年卡”）的富阳市民进行了
统计，并统一制卡、送卡上门。昨天和今天
两天时间，46094张“老年卡”将陆续送至各
乡镇（街道），近期将由村、社区送卡上门。

昨天上午，鹳山社区工作人员充当起
了“快递员”，将刚收到的老年卡及时进行
了“最后一公里”派送。家住鹳山社区的
居民应长云今年 72 周岁，在收到老年卡
后，应长云十分惊喜：“很多老伙伴都说老
年卡好处很多，我本来也打算去办一张，
没想到今天就送上门了。”

事实上，统一制卡、送卡上门服务自
2016年开始，每年年初区民政局都会委托
富阳市民卡有限公司，对全区当年度将满
60周岁或者70周岁的老年人进行统计和
信息采集，并制成“老年卡”，下发到各乡

镇（街道），由乡镇（街道）派发到村、社区，
再由村、社区工作人员送证上门。

2016年以来，区民政局平均每年为1.5
万余名富阳老年人送卡上门。今年将满
60周岁或70周岁的市民，在今年1月份就
收到了送上门的“老年卡”。

由于富阳“公交一体化”改革的开展，
富阳农村班线也加入了持老年卡优惠乘
车的队伍，富阳不少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也
纷纷上门询问“老年卡”的办理。而农村
老人，尤其是偏远农村的老人，进城一趟
并不容易。

为此，区民政局在原来送卡上门服务
的基础上，扩大了送卡对象，将所有60周
岁或70周岁以上，还未办卡的老年人进行
了统计，一次性完成制卡。接下来的流程
还是同原来一样，先下发至乡镇（街道），
由乡镇（街道）送至村、社区，再由村、社区
工作人员派送上门。

如果老年卡不慎丢失，市民可以前往

富阳市民卡中心（康月路85号，城西派出
所北侧）窗口直接办卡。本地户籍老人只
需要持身份证，不用拍照，5分钟左右就可
以领到老年卡；而外地户籍的老人，还需
要带一张红底的一寸照，也立等可取。

此外，目前还有不少已经持有“老年
卡”的市民上门询问，是否需要换卡才能
享受公交优惠，区民政局老龄办工作人员
进行了解释：“‘老年卡’并未出新政，原卡
持续有效，不需要换卡。”

那么持“老年卡”有哪些优惠项目
呢？最直接的是乘坐公交车享有优惠。
按照规定，持60周岁至69周岁“老年卡”的
市民，乘公交享受半价，市民需要持身份
证至富阳南站、富阳公交站或者富阳西站
办理“公交长者卡”（老年IC公交卡），支付
15元工本费后，充值50元送50元；持70周
岁以上老年卡的市民，乘公交免票，富阳
范围内的公交车只需出示老年卡即可享
受免票。

为60周岁或70周岁以上的市民送福利

未办理的“老年卡”将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徐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
知章的这句诗生动地展现了乡音里饱含
着人们对乡土的深情厚谊。但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方言式微现象已是不争之实，
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说不了、
听不懂方言。因此，对方言的搜集、整理
与保存工作已迫在眉睫。

富阳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
片。富阳话保留浊音和入声，以富阳城区

话为代表，各地语言又有所不同，但差别
较小，不影响交际，细分又可分为新登话、
场口话、春江话、大源话等。

积极抢救、保护富阳的语言文化遗
产，开发利用好语言文化资源，是一项功
在当代、惠及后人的语言文化工程。多年
来，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
者呼吁研究、整理、保护、传承汉语方言。

2018 年，杭州市富阳区被列为“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浙江省第四批调查点

之一。专家团将通过纸笔记录、录音、摄
像等方式，全面采集整理富阳区富春街道
方言的原始数据，并进行科学整理、开发
和展示应用。

目前，富阳区语委办的方言调查工作
已进入方言发音人招募、遴选阶段。你或
者你身边有人会说地道的富阳方言吗？
请快来报名吧！据了解，本次需要调查老
年男性、青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女性等
4类汉语方言发音人若干名。

土生土长的“正宗”富阳人
这里在招募富阳方言发音人

想报名参加富阳方言发音人的市民
需满足以下具体条件：

（1）出生和常住地为富阳区富春街道
（即富阳老城区，三桥、大青除外）。

（2）家庭语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
是富春街道一带人），未在外地长住（最好
未超过2年），能说地道的富阳方言。

（3）老年发音人调查时年龄在55―65
岁之间，青年发音人调查时年龄在25―35
岁之间。

（4）老年发音人具有小学或中学文化
程度；青年发音人学历条件不作限制，如
果是大学学历，最好在浙江省内就读。

（5）热爱和了解富阳本地文化，具有
较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力，发音洪亮清晰，有较充裕的时间，能充
分配合调查人发音，工作时长为 6―7 小
时/每天。

报名要求：报名者需到报名地点如实
填写《发音人报名登记表》，报名时请携带

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的原件以及复印件和
一张两寸证件照。

报名时间：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
5月23日（工作日的正常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富阳区教育局南一楼值班
室（富阳区富春街道鹳山路21号）。

咨询电话：0571-63347347。
初选和面试：专家团队将根据报名材

料进行初选，电话邀请入围人员参加面
试。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新闻附件

本报讯（记者 倪华华 王杰 朱啸尘
通讯员 宗晓青）立夏已过，夏季悄然而
至，深藏在洞桥镇的大乐村、里仁村小坞
自然村两大蓝莓采摘基地的蓝莓由青变
紫，犹如一颗颗蓝宝石，晶莹透亮，让人
垂涎欲滴。

大乐村的蓝莓，由杭州富阳绿顺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麻六中种植，生长在大
乐村海拔数百米的江江坞，那里风景优
美，空气清新。高品质的生态环境，再加
上充足的阳光，蓝莓个个长得饱满多汁，
吃起来皮脆、味甜。

而在海拔500多米的小坞自然村深
弯岗上，也有大片大片的蓝莓树生长在

“小小坞”蓝莓基地里。这里的蓝莓与千
年野生香榧林为伴，生长环境之好可见
一斑。据富阳小小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何永华介绍，这里的蓝莓已
经种植了6年，这一批成熟的“奥尼尔”
长势喜人，口感好。

洞桥的蓝色浆果，个个圆润、大小均
匀，表皮细滑、不黏手；用手捏一捏，果实
饱满；闻一闻，香气馥郁；尝一尝，酸甜可
口。

蓝莓从树上采摘下来，不洗掉表面
的果粉，也可以直接食用。麻六中说，这
里的蓝莓不喷洒农药，不施化肥，不打营
养液，用的全都是农家土肥，灌溉用的则

是山泉水。
在“小小坞”，何永华还和浙江同济

科技学院合作“绿色蓝莓”，用稻草、草木
灰、松针等做有机肥料，恢复土质的“肥”
性，结出的蓝莓每颗果实平均重约0.5—
2.5克，最大可达5克。

想去采摘蓝莓的市民可以联系杭州
富 阳 绿 顺 家 庭 农 场 的 麻 六 中 ，电 话
13429131207，农场地址在洞桥镇大乐村
江江坞。此外，也可以联系富阳小小坞
蓝莓基地的何永华，电话13606709700，
基地地址在洞桥镇里仁村小坞自然村深
湾岗。

好吃 洞桥镇喊你去采摘“深氧界”的蓝莓

本报讯（实习记者 徐韵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王莉）5月13日，2018浙江省漂流
节暨杭州青龙峡启漂开幕式在万市举
行。青龙峡漂流因方里村的青龙岗而得
名，为原生态峡谷型冲堰漂流，全长3.2
公里，总落差70米，最大冲堰差6.5米，沿
途有“飞龙入海、水漫金山、水帘洞、蛟龙
戏水、龙吟虎啸、飞龙在天、祥龙出头”等

主题景观。漂道四周群山葱翠、古树葳
蕤，两侧山势陡峭，深沟隧谷。漂流途中
大部分时间处于树荫之下，对于喜爱漂
流的女生来说，不用担心被晒黑。此外，
大家在漂流中还可以领略“激情飞堰，浪
漫穿林”的独特体验，晴天可欣赏蓝天白
云，雨天则可领略周边山体的云海。

开幕式后，青龙峡漂流景区开漂处

还举行了颇具特色的化妆漂流。
想去青龙峡漂流的市民，可以直接

导航到万市镇方里村，购票热线：0571—
63262222。在这里，大家还可以尝一尝
高山西瓜，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瓜
特别甜。远近闻名的三九山上常年云雾
缭绕，500 亩桃林结出的鲜桃，汁多味
甜，目前即将成熟。

好玩 万市青龙峡漂流邀你“激情飞堰，浪漫穿林”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金
朗萍）近日，2018年度全区卫生计生行
业岗位技能竞赛临床急救技能竞赛活
动在富阳一院举行。活动由区卫生计
生局、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区医学会主
办，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协办。

此次竞赛有6家区属医院和3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队参加，共组建
13个参赛小组，每组含医生1名、护士1
名、驾驶员1名。竞赛分理论测试和技
能考核两个部分，其中现场模拟急救技

能环节，全面考查了参赛小组的急救技
能、团队配合和现场应变能力。经过激
烈角逐，富阳一院的两组参赛队分别获
得团体第一名和第三名，中医骨伤医院
获团体第二名。

此次竞赛旨在检验承担全区院前
急救任务单位的急救技能，全面提高医
务人员急救意识，进一步规范急救程
序，提高危急症病人的抢救成功率，为
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供强有
力支持。

临床急救技能赛一赛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实习记者 徐
韵 通讯员 许婷）近日，区妇保院成功为
一名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施行首例静
脉输液港（P0RT）植入术，填补了医院
在该领域的空白。

盛女士乳腺癌术后需要化疗，综合
病区主任、乳腺科专家陈钢对患者皮肤
和静脉条件进行了评估后，决定为患者
施行静脉输液港植入术。手术由乳腺
科医生骆颖波施行，开展非常顺利，后
续使用良好，得到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

评。
据介绍，静脉输液港植入术是一种

完全植入皮下组织、可在体内长期保留
的闭合静脉输液装置，与静脉留置针、中
心静脉导管、外周静脉植入的中心静脉
导管等传统输液方式相比，静脉输液港
植入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留置时
间长（10年以上）、维护间隔时间长（每月
维护1次）、感染率低等。该技术主要适
用于多疗程静脉化疗及长期输液的患
者，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静脉输液港植入术：留置时间久、维护间隔长、感染率低

静脉化疗有了新福音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昨日上午，
富阳区企业报研究会 2017 年度年会
召开，表彰全区“十佳”企业报，并明
确下半年五项重点工作。下午，研究
会还举办新闻摄影业务培训班。

会议总结 2017 年度工作同时，表
彰了《富通报》《富阳公交》《海正报》

《富春江集团报》《华达报》《金鑫报》
《富冶报》《富阳一院报》《中策清泉报》
《富阳物管报》等“十佳”优秀企业报，5
家优秀企业报和24位优秀办报人员。

区企业报研究会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是全国首个县级企业报研究会。
据统计，7 年来，富阳企业报报纸数量
从 17 家发展到 34 家，个人会员从 9 人

发展到 14 人，通讯员从 39 人发展到
380 余人。区企业报研究会坚持依法
办会、民主办会、开放办会、学习办
会，每年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抓好业
务培训，一大批企业报被评为全国和
省市优秀企业报，为提高企业知名度
和推动企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下半年，区企业报研究会将
编辑出版今年第一期《会刊》，组织各
家企业报互相交流，组织会员开展走
进富阳“十大功勋企业”活动，组织会
员赴宁波市学习企业文化建设经验，
并筹备纪念企业报研究会成立七周
年联欢活动。

“十佳”企业报赞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