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今年的梅雨
季已是“超长待机”状态。从目前来看，
本周出梅的可能性很小，预计要等到7
月中旬后期，才有可能告别多雨局面。
明天开始到周末，富阳又将出现一次明
显降雨过程，市民要做好出行安排。

从最新预报来看，今天有望拨云见
日，应该是近期最适宜晾晒的一天，大
家可要把握好机会，抓紧洗晒和外出活
动。不过今天气温会回升到 31℃左
右，相较前几日热一些，在户外时要注
意防暑。

梅汛期的好天气注定短暂，梅雨还
要在富阳继续停留一段时间。预计明
天白天随着云系逐渐增多，雨水又将卷
土重来。明天夜里到后天富阳有一轮
强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中到大，局部暴
雨。由于雨势较大，后天气温将再次回
落，最高气温将降至25—26℃。

中期预报显示，7月14日（本周日）
到16日，富阳依然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平均气温也比常年同期偏低。眼下，对
于何时出梅仍无明确消息，估计至少要
等到18日以后才可能有答案。

气象部门提醒，进入 7 月中旬后，
富阳还将有多次降雨过程，与前期强降

雨区域高度重叠，土壤过分饱和，容易
导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
务必加强防范，不可松懈。

此外还要关注一下台风动态。据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随着副热带高压
北抬，西北太平洋的低压扰动变得活
跃，下周可能有台风胚胎生成，并逐渐
发育为台风。按照眼下的形势看，一旦
7月中旬后期台风生成，下旬就有可能
影响到我国沿海地区，这将是后期的天
气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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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 通讯员 骆金木）
快乐暑假到来，随着富阳“假日爱心学校”
全面开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困难
家庭子女的暑期爱心游泳班马上要开班
了。区关工委爱心游泳班培训点的前期
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即日起接受报名。符
合条件的孩子可以通过电话报名参加。
今年暑期爱心游泳班秉持多年来的公益
理念，不向困难学生收取培训费用。

培训分2期5个班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爱心游泳班培

训时间将从 7 月 20 日开始，8 月 13 日结
束。培训分2期5个班，每期12天，课程内
容为游泳基础，采用小班化教学，每个班
12人。实验小学虎山校区设2个班，其中
1 个班培训时间为 7 月 20 日至 7 月 31 日
（8：30—9：40），另1个班培训时间为8月2
日至8月13日（8：30—9：40）；富春七小校

区设 1 个班，培训时间为 7 月 20 日至 7 月
31日（9：50—11：10）；新登贤明小学校区
设1个班，培训时间为7月20日至7月31
日（10：00—11：10）；高桥小学校区设 1
个班，培训时间为 7 月 20 日至 7 月 31 日
（15：10—16：20）。

报名条件和报名方式
因名额有限，参加培训者要求具备以

下条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残
疾人家庭子女、低保家庭子女及其他困难
家庭子女，“假日爱心学校”学生优先；年
龄为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按照年龄编
班；培训期间家长能够接送，并负责馆外
学生安全；严禁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皮肤病
患者参加、没有游泳禁忌症、具备游泳者
健康申报条件等。

请 在 工 作 日 上 班 时 间 拨 打 电 话
61700298 报名。报名时请提供学生的姓
名、性别、身高、年龄、联系方式、户籍地及

家庭困难情况。主办方将对报名人员进
行资格审查。如报名人数较多，将根据报
名者实际情况（如家庭经济情况等）进行
筛选。

已帮2500多名孩子学会游泳
富阳首个暑期爱心游泳班始于 2012

年，区关工委于 2013 年在全区范围内推
广。暑期爱心游泳班成为富阳青少年掌
握防溺水知识，丰富暑期生活，加强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安全教育，减少
溺水事件发生，帮助困难家庭子女掌握游
泳和溺水施救技能的公益途径。这一举
措在全国关工委系统属首创，曾作为全国
暑期预防儿童溺亡的小城镇范本登上央
视新闻频道《新闻1+1》栏目。在每年的开
班仪式上，区关工委还为孩子们发放泳
衣、泳镜等爱心物资，该活动目前已帮助
2500多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学会游泳，减少
溺水事故发生，为生命筑起安全防线。

暑期爱心游泳班开始报名
免费帮助青少年掌握防溺水知识、丰富暑期生活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詹静怡）
记者从区博物馆获悉，为丰富孩子们的假
期生活，这个暑假，博物馆第二课堂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等着大家报名参加，
而且活动都是免费的。

作为全区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区博
物馆第二课堂针对青少年教育开发了大
量的课程和活动，将通过走读红色路线、
纸文化夏令营、绘画美丽富阳、考古发掘
体验、创意贴画制作、爱心义卖等课程和

活动，带领大家了解富阳人文历史、领略
博物之美。活动排满了整个 7 月和 8 月。
此外，博物馆第二课堂今年还特别增设了
暑期放映厅和暑期玩转乐园（奇思妙想）
两大新内容。暑期放映厅将播放以科学
探索和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影片，激发孩子
们探索科学的兴趣和想象力，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暑期玩转乐园则设置了棋盘类、
数字类、益智类等好玩的游戏比赛，寓教
于乐，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培养创意思维和

学习能力。
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暑假期间博

物馆第二课堂将全天向学生开放，希望通
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博物馆和中
小学生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利用暑假时
间，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课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让博物馆成为他们的第二个课
堂 。 欢 迎 大 家 报 名 参 加 ，咨 询 电 话 ：
61779878。

区博物馆第二课堂暑期活动丰富多彩
可免费报名参加，咨询电话：61779878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章柳
雅）近日，职工讲习会暨经典诵读大赛
在萧山区图书馆世纪剧场举行，本次
活动是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系列活动
之一。区总工会推选的节目《中国梦
劳动美》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该节目
由浙江华达集团一线生产工人表演。

“排练过程很辛苦，但很有意义，
这场比赛展现出了华达职工的凝聚力
和团队力量。”浙江华达集团工会主席
汪小敏说，《中国梦劳动美》由26名一
线生产工人朗诵，节目排练是从去年
12 月开始的，当时是为了参加公司年
会，后来得知杭州职工文化节有经典
诵读大赛，就有了参加比赛的想法。

今年 5 月，在区总工会的推荐下，
华达集团的朗诵节目到杭州参加经典
朗诵大赛的预选赛。“预选赛是以视频
的形式参赛，为此我们排练了很久。”
汪小敏说，参加预选的有62个节目，最

后 12 个节目入围，他们就是其中之
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唯一一家
入选的生产制造企业工会，其余的都
是行业性工会或者机关工会。

在华达集团的职工们看来，能够
获得二等奖让人兴奋，但整个参赛过
程比结果更有意义。“都是一线职工，
工作三班倒，要抽出空闲时间来排练，
最后几天大家每天都在坚持排练。大
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想把最好的一
面展现在舞台上。”汪小敏说，虽然朗
诵的专业水准不如其他工会，但《中国
梦劳动美》展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劳
动者面貌。

首届杭州职工文化节主题为“干
好一一六，奋斗新时代”，由杭州市总
工会主办，除了经典诵读大赛，还设置
了职工情景剧小品文化周、职工书画
摄影文化周、职工舞蹈艺术文化周、职
工短视频大赛等活动。

杭州职工文化节经典诵读大赛举行
《中国梦劳动美》获二等奖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罗涛）
找工作的看过来！作为富阳区一年一
度的夏季最大规模的招聘活动，7月13
日（本周六）8:30—15:00，2019 年富阳
区夏季大型公益性高校毕业生就业洽
谈会将在区体育中心举行。

本次招聘会由区人力社保局主
办，区人才交流中心、区就业管理服务
处承办。主要面向区内外应历届高校
毕业生，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
和技能型人才，失业人员及其他各类
求职者等。招聘会聚焦服务“三高”发

展专业技术型人才，吸引了浙江安顺
化纤有限公司、杭州日月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富通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
公司、杭州银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 160 家
企业，推出招聘岗位704个，需求人数
达2588 人。其中，机械制造、销售、产
品研发、软件设计、质检等岗位需求人
数最多。

有求职需求的市民届时可前往寻
觅是否有心仪的岗位。

本周六有场夏季招聘会
704个岗位，需求人数达2588人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实习生 章
涵 通讯员 裘燕芳）近日，上官球拍创
意设计大赛参赛作品征集正式截止。
此次大赛吸引了全国多家美术院校、
美术专业机构参加，初步统计收到有
效稿件163件。

上官乡是一个以羽毛球拍为主要
产业的乡镇，从上世纪70年代的“竹制
球拍”发展到现在的“碳素球拍”，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近几年，全乡
羽毛球拍产量每年都在一亿副以上，
产品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打造“球
拍名镇”要求，上官乡举办上官球拍创
意设计大赛，以促进企校产学研对接
活动开展，提升企业品牌设计意识，自

觉加强品牌塑造，提高设计水平，促进
产业提升。

此次球拍创意设计大赛由富阳区
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富阳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富阳区科学技术局主办，上
官乡人民政府承办。

根据赛事要求，征集作品内容包
括球拍花色创意设计、户外运动袋创
意设计（羽毛球拍袋）两方面内容。

7月中下旬，大赛组委会将组织权
威专家，对所有入围设计作品进行评
选，并公布获选名单。届时将产生金
奖2名、银奖4名、铜奖6名、优秀奖若
干名（以上奖项可以空缺）。9 月中下
旬，主办方将举行颁奖仪式。

上官球拍创意设计大赛
公开征集结束

初步统计收到有效稿件163件
7月中下旬将对入围作品进行评选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冯雅
琴）昨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我为党旗添光彩”志愿献
血活动。

早上8点，区市场监管局党员干部
和“星薪汇”志愿者来到活动现场，在

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献血程序，有
条不紊地完成填表、测压、化验等程
序，准备献血。

据了解，此次献血活动共有230人
参与，其中 82 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19930毫升。

230人参与志愿献血活动
82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近2万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