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天气

多云转阴
有时有小雨
气温：-1—8℃
平均相对湿度70%

明天 多云转阴
气温：1—10℃

气温：5—9℃
后天 阴有雨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唐伊
敏）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 1
月13日16时，全国有疫情高风险地区
20个、中风险地区66个。

高风险地区中，有 3 个在天津市：
津南区辛庄镇林锦花园、林绣花园，咸
水沽镇丰达园；有 3 个在陕西省：西安

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小寨路街道长安
大学社区，莲湖区桃园路街道西安航空
学院（沣惠校区）；有14个在河南省：许
昌市禹州市夏都街道、梁北镇、张得镇
寨外村、火龙镇刘沟村、火龙镇郭楼村，
韩城街道焦寨社区，钧台街道四季花城
（西院），颍川街道尹庄、开元小区、回族

小学北5街、禹王大道113号、塔湾村安
泰煤业公司家属院，安阳市汤阴县育才
中学、古贤镇大朱庄村。中风险地区
中，有 4 个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
碶街道沿海村、申洲公司三部厂区及宿
舍区与金华市永康市增杰衡器厂、石柱
镇前锦村下陈自然村。

扫一扫看
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名单

相关新闻

截至1月13日16时
高风险地区20个 中风险地区66个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70—90

Ⅱ
良

PM2.5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月14日）

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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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程传
伟）根据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人社厅、
浙江省医保局统一布置，我区将于2月
1 日上线金税三期申报费征管信息系
统（标准版）。因停机切换，1月14日至
1月31日，将陆续暂停部分社保业务办
理，请相关参保单位和人员提前关注。

暂停办理社保业务的时间安排具

体如下：1 月 14 日 17 时 30 分至 1 月 31
日24时，暂停办理城乡居民、灵活就业
人员线上线下社会保险费缴纳、缴费协
议签约等业务；1月19日17时30分至1
月31日24时，暂停办理用人单位及个
体工商户线上线下社会保险费申报、缴
纳等业务。

2 月 1 日零时起，金税三期申报费

征管信息系统（标准版）正式上线，原业
务办理渠道保持不变，缴费人可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等各项业务。

区人社局社保中心负责人介绍，
对于受影响的部分业务，社保部门将
尽最大努力减少给群众带来的不便，
同时，在业务停办期间，停机不停工。

一方面，办事窗口将正常开放，对相关
暂时停办业务先予收件，待系统切换
完成后立即处理；另一方面，社保中心
将充分抓住停机期间的业务空档期，
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集中培训，做到内
部学习内部消化，以最好的状态应对
新系统上线。

1月14日至1月31日

部分社保业务暂停办理

本报讯（通讯员 王维钊）大米、调味笋、茶
叶、鸡爪……本周六下午 1 点至 5 点，一场爱心
义卖活动将在富阳玉长城商业广场举行。参
与义卖的 10 多种土特产全部由区新联会永昌
分会理事提供，本次义卖所得将用于捐助永昌
困难学子。

2021 年 10 月 17 日，区新联会首个乡镇分
会——区新联会永昌分会授牌成立。永昌分
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农特产品义卖、直播带货
利润捐献等回馈社会服务，为永昌打造“五宜
五园”、建设恬漫永昌、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星城范例先行镇贡献力量。

本周六的这场爱心义卖活动是区新联会永
昌分会今年策划的慈善公益、社会服务项目之
一。接下来还有“三八”妇女节帮扶困难妇女活
动、“六一”儿童节捐书活动、重阳节关爱独居老
人活动等。

玉长城商业广场

明天有一场爱心义卖
所得将用于捐助困难学子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群芳 记者 王
小奇 通讯员 陈东）1月12日一大早，巨
利社区停车场人头攒动，富春街道大规
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布置大
比武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中。

当前，国内多地疫情出现社区传
播，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富春街道人口
多、村社多，而且临近农历春节，人员更
易聚集。富春街道特别组织这次大比
武，47 个村社 1000 多人参加。大家按
抽签顺序签到、候场、进场，3个村社分
为一组同时进行，要求40分钟内完成3
个检测通道的布置。

开幕式结束后，参加第一小组比赛

的新民社区、巨利社区、鹳山社区的比
武人员来到各自指定点位，摆放隔离
带、抬桌子、贴指示牌、穿防护服……以
小跑代替走路，有条不紊地开展演练。
3 个社区都只花了20 多分钟就完成了
各自3个检测通道的布置。

随后，专家评委们严格对照评分细
则，对布置情况点评、打分，并对比武人
员提问，让他们更加清楚自身工作职
责，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新民社区工作人员张超琴说：“为
了熟悉比武流程，我们根据现场情况提
早演练，自行采购好一切防疫物资，比
如消毒水、口罩、隔离带、指示牌等，对

人员开展专门培训。虽然这些工作我
们平时都在做，但真遇上这种‘实战演
练’，还是有点慌乱。通过这次比武，我
们在人员配备、物资准备、人员协调等
各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也清晰地认识
到自己在突发情况处置方面的不足，有
利于社区查漏补缺，针对性改正。”

富春街道负责人说，此次大比武是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之举，是对各
村社应对能力和应急指挥体系的一次
实战检验。比武旨在建立起一支指挥
科学、训练有素、反应迅速、战斗力强的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队伍。

大比武分为试卷比武和现场比武

两部分，完成全部比武后，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若干名，专家评委们复盘、点评
各村社情况，在物料准备、人员协调、团
队作战等方面开展专业培训。1 月 7
日，47 个村社的参赛人员在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完成了笔试环节。

隔离带如何设置、物资如何准备、人员如何协调……

富春街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布置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近段时间以来，
冻手冻脚、湿湿冷冷，大家着实领教了隆冬
的味道。根据区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一
周富阳晴雨相间，其中，本周末又有冷空气
来袭，天气呈现先晴后雨的趋势。

昨日，一股弱冷空气补充南下，北风明
显增大，户外体感阴冷，让人直打哆嗦。同
时，受输入性污染物影响，富阳出现霾，
AQI（空气质量指数）超过150，达到中度污
染程度。

预报显示，今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开
始暖湿气流增强，带来水汽，平原地区以小
雨为主，山区有小雨夹雪或小雪，高山区可
能出现积雪，要注意雨雪冰冻对出行的影
响。同时，雾霾天气会得到缓解，空气质量
逐渐转好。

明天是难得的雨歇时间，白天气温有
所回升，预计可达10℃左右。1月16日至
17日，受冷暖空气的先后影响，有一次比较
明显的降雨过程。

值得期待的是，1月18日至19日，天气
转晴好，适合节前洗晒和采购年货，但早晚
低温冰冻再现。再放远来看，今年 1 月下
旬前半段，阳光出镜率相比前期有所提高，
利于春运交通。

另外，杭州市气象局近日公布“2021
年杭州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根据公众投
票排名，依次为“秋老虎”威力大，桂花迟
迟不开花；夏季出现连阴雨，“三伏天”像
黄梅天；入夏早、入秋迟，杭城经历最长
夏日；暴雨轮番袭击，红色预警频发；强
对流多发，农业设施受损；汛期雨量集
中，年降水量偏多；年初遭遇连续低温，
年末冷空气频繁来袭；台风“烟花”滞留
时间长，风雨影响大；年均气温历史最
高，气候变暖仍在持续；霾日数持续降
低，好天气频频露面。

冷空气又要来

周末先晴后雨

董邦达、董诰父子不仅是清代高官，也是艺术家

史庭荣出书解读别样“二董”

《董邦达董诰百图赏析》 史庭荣

阳陂湖天鹅 天气拍客王仁湘 摄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摄影 骆晓
飞 通讯员 何海锋）“史老师本身就是
一本厚厚的书，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不仅是学术，还有为人处事的品格。”
本土画家蔡乐群在昨日的《董邦达董
诰百图赏析》新书首发分享会上袒露
心声，他说，这个春节必然是丰富的，
他可以在书中畅游，寻找一草一木背
后的精彩故事。

昨日下午，富阳文史专家史庭荣新
书《董邦达董诰百图赏析》分享会在富
春山馆报告厅举行，受疫情影响，分享
会规模不大，但参加的书友受益良多。
活动由区文联主办，公望美术馆、区董
邦达董诰研究会承办，富阳文化学者蒋
金乐担任主持。本土作家、内刊《富春
江》主编方格子说，史庭荣的赏析在《富
春江》陆续刊登后，效果明显，内刊都

“畅销”了。

这本书是对“二董”研究
的深化拓展

在富阳文学圈里，没有人不知道
史庭荣，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
德。史庭荣出生于 1950 年，毕业于浙

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曾任
富阳文化馆馆长，富阳文联主席，富阳
日报总编辑，富阳政协文史委主任，富
阳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书法家协会
顾问、黄公望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现
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杭州钱塘
江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富阳区董邦达
董诰研究会会长。他对艺术、文史等
均有研究，尤其对地方历史文化有独
到见解，主编、参编过多种著作，出版
个人专著《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诗情画意富春江》《江畔片羽》《董邦
达董诰百图赏析》等。

分享会以访谈形式进行。史庭荣
分享了写书的初衷，他说，直接原因是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公望美术
馆举办的“君圣臣贤——乾隆皇帝与董
家父子书画特展”，这场展览是“二董”
书画作品首次在富阳亮相，“二董”与乾
隆之间的雅事也被揭开。他曾受邀向
各地贵宾、观众解读作品，展览之后，经
常有朋友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他咨
询“二董”的故事。“这是激励我写书的
原因，我希望用书籍的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二董’艺术。”史庭荣说，间接原因则
是为了深化和拓展“二董”文化研究。

在史庭荣看来，“二董”父子不仅
是做官的，还是艺术家。要了解他们，
要看他们的生平、仕途、官德，还要看
他们的艺术成就。“在政坛上，他们可
能会隐藏一些自己的个性，他们心灵
深处的想法或许会在作品中流露。”当
年展览结束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这
本书。

“当时就定下了要做成一图一文的
模式。”史庭荣选择了“二董”的 100 件
作品，每件作品配上 1000 字左右的文
章，介绍作品规格、质地、内容，以及技
巧、审美特征，还介绍了作品背后的故
事，比如与乾隆之间的趣事。这样的设
计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阅读，从而认
识、了解“二董”。

克服诸多困难，为打造
富阳文化名片提供资料

完成这样一本书，史庭荣花了2年
又8个月。除此之外，这本书承载着他
10 余年的积累。即便如此，撰写这本
书的时候依旧困难重重，正如为书籍作
序的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韩刚所
说，写这类文章，写好五篇不难，二十篇

以上就难了，再多就更难，因为很难避
免与之前的有重复。史庭荣对每一件
作品都深入研究，避免重复，他说，即便
煞费苦心，很多时候也会有江郎才尽的
感觉。

困难还不止于此，图片难找，文字
史料难寻，每一个难题都需要攻克。究
其原因是目前对“二董”的研究仍处于
初级阶段，“二董”的作品绝大多数藏在

“深宫”，史庭荣积累了 10 余年的素材
不足以支撑这本书。该书中的图片大
部分来源于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
另有部分则来源于印刷品、拍卖会等，
这些图片都经过史庭荣反复鉴别。“再
谨慎也不能说百分百是真迹。”史庭荣
说这本书毕竟不是考证专著，作为鉴赏
书籍，即便存有非真迹也无妨。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富阳打造文化
名片添砖加瓦、积累资料。”史庭荣坦
言，考虑到非专业人士的阅读感，他在
撰文时会将专业内容通俗化，以达到雅
俗共赏的目的。在他看来，“二董”闪烁
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深入了解“二
董”，对富阳传统文化发展和激励后人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扫一扫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