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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天气

多云到阴有阵雨
气温：23—32℃
平均相对湿度80%

明天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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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6月21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2年6月20日16时发布

气温：26—34℃
后天 多云

从严从紧打好疫情防控战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记者从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了解到，昨日起，富阳调整部分常态化核酸
检测采样点和采样时间。其中，新增 3 个采样
点，均在鹿山街道，分别为南山村采样点、鹿山时
代采样点、行政服务中心采样点。

富阳新增3个
常态化核酸采样点

扫一扫查看
采样点名单

扫一扫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昨日，不
少市民提出疑惑：说好的“大雨、暴
雨”在哪里？“梅姑娘”是不是爽约
了？其实，梅雨不是没来，而是选择
了滞留一隅，导致富阳的“邻居们”遭
遇大暴雨。

今日 17 时 14 分，迎来“夏至”节
气，这标志着炎热的盛夏即将来临。
而本周内，富阳的气温有可能冲击
35℃高温线，上演“梅中带伏”。

过去两天，强降雨集中
在浙西、浙中地区

据杭州市气象台监测，6月19日8
时至20日8时，杭州北部地区的降水
量普遍较小，富阳城区只有1.7毫米，
而且下雨时间是深夜。而在南部县
市，尤其是淳安、建德，雨量却非常可
观，两地的面雨量分别达到96.9毫米
和87.6毫米，有109个站点累计雨量
超过100毫米，单站最大累计雨量为
淳安枫树岭镇官川村，达263.4毫米。

在气象标准上，24小时内降雨量
超过 250 毫米，就称之为特大暴雨。
淳安单站降雨量超过260毫米，是非
常凶猛的降雨，很容易致灾。紧挨着
淳安的衢州开化，单站最大雨量更是
高达350毫米。

背后原因其实是梅雨带北抬力
度不够，强降雨的落区主要在江西北
部与浙江西部交界处。昨日白天，雨
带稍微挪了一下，在浙江中部一带稳
定少动，导致衢州、金华、丽水、台州、
温州、绍兴、宁波等地普降暴雨、局部
大暴雨，衢州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从全省范围来看，过去两天呈现
出“南北两重天”的局面，浙北闷热潮
湿，浙南梅涝频发。归根结底，还是
副热带高压的势力比预期偏弱了些，
无法将梅雨带“顶”至浙北上空。

周四可能出现高温，周
五起或有强降雨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

省内仍有分散性暴雨，各地要继续提
高警惕、不可懈怠。另据杭州市相关
部门提醒，受兰江流域上游来水影
响，建德、桐庐、富阳可能会发生橙色
预警级别洪水，要注意防御江河高水
位带来的不利影响。

区气象台分析，随着副热带高压
加强西伸，今起三天，富阳主打多云
天气，其中，今天和明天有局地性、间
歇性阵雨。后天周四，城区最高气温
回升至34—35℃，部分乡镇（街道）气
温可能超过35℃高温线。

需要关注的是，6 月 24 日至 25
日，全省自北而南再迎新一轮降雨，
届时富阳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阵雨
或雷雨天气过程，要加强防范强降雨
可能造成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等
次生灾害。

再来说一说“夏至”。这是二十
四节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占
据多个“之最”：是最早被确定的四
个节气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春分、
秋分和冬至；“夏至”这一天是北半

球白昼时间全年最长的一天，也是
正午太阳的地平高度最高的一天。

“夏至”过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
逐渐南移，北半球的白昼逐渐缩短，
所以有了“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
线”的民俗说法。

对富阳来说，刚刚进入“夏至”，
一般仍处于梅雨季节，通常要等到

“小暑”期间，才会迎来持续性的盛夏
高温天气，而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则是
在“大暑”前后，也就是三伏天的“中
伏”阶段。

梅雨带北抬力度不够，前两天大雨暴雨“爽约”

“梅中带伏”可能上演
今日迎“夏至”，高温在候场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见习记者 华苗）今起，
富春山馆（江滨西大道159号）二楼的区图书馆
临时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读者借还图书可前往富
春山馆，这里还有环境雅静的阅读区域，供读者
在馆内阅览、自习。

为给广大市民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改善
阅读环境、提升服务品质，区图书馆已经进入整
体提升改造阶段。施工期间区图书馆不再对外
开放，从2022年6月1日起闭馆，施工时间预计
一年。闭馆期间，为方便读者正常借还图书、阅
览和自习，区图书馆确定临时开放地——富春
山馆，目前临时馆已经布置一新，各功能区域都
已整理完毕，具备图书馆基本服务功能，数字借
阅功能也一应俱全，今起正式对外开放，时间是
每天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半（周一闭馆）。

区图书馆临时开放场所在富春山馆二楼，读
者进入富春山馆大门后沿着围廊一直往前走，走
到最里面，看到正前方往上的曲折围廊，随后走
到二楼即可（城市书房的二楼）。馆内设有外借
室、阅读区、自习室和读者服务台等区域，开放成
人和少儿读物借还、刊物阅览等基本服务功能。
场馆内还为读者提供免费Wi-Fi，手机自动搜索
到信号后，按提示操作便可免费上网，馆内还放
置电子报刊机和电子书借阅机，供读者下载数字
资源。图书馆还在场馆内配备了自助借还机、图
书杀菌机。

区图书馆负责人说，除了区图书馆临时开放
的富春山馆二楼，目前全区建有8家城市书房，
读者也可以就近就便到富阳各个城市书房借阅，
还可至各乡镇（街道）的图书分馆、村农家书屋、
社区图书室等点位借阅。

区图书馆临时馆
今起正式开放
位于富春山馆二楼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韩真正）6月18
日、19日是中考时间，为给莘莘学子营造文明和
谐、舒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
合自身职责，周密部署，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全
方位优化学校及考点周边环境，以实际行动为考
生们保驾护航。

灵桥中队积极响应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
做好中考期间市容秩序保障。前期，执法队员加
强灵桥镇礼源中学和灵桥镇中学早中晚时段的
值班巡查，对流动摊点和占道经营等行为开展规
范化管理，并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对学校周边开
展噪声管理，暂停周边广场舞活动，并针对周边
工地是否存在夜间施工、店铺及路边是否有音响
外摆行为加强巡查、执法。

中考日，执法队员在考点周边开展巡查工
作，劝导附近喇叭噪声源10处，劝离附近小商贩
和非法散布小广告人员共8处，夜间巡查工地6
家，均未施工；巡查附近空地，均未存在跳广场舞
等行为。

综合行政执法护航中考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易梵）6月18
日，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首次对市民开
放，开启“市民体验日”活动。当天开放
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的预约场次，
共计迎来100位“市民体验官”。

当天下午2点，记者来到富阳银湖
体育中心，已经有不少市民在新闻安保
中心等待参观。来参观的市民中，有很
多小朋友，场馆工作人员贴心地在等候
时间内为他们播放动画片，还有不少情
侣将本次探馆活动作为周末约会项目。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说，6
月18日零点开放预约通道后，不到2个
小时，下午场的 50 个名额便被一抢而
空。为了能让更多市民前来感受亚运
魅力，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增加了上午

场，很快50个名额也被预约完了。
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先播放了场

馆宣传片，让市民朋友简单了解场馆的
建设过程、亚运赛事筹备工作，同时能
从屏幕里 360 度感受场馆的外观和设
施，以及场馆的夜景。“右手边是现代五
项比赛场地，左边是综合馆……”看完
视频，工作人员带领“市民体验官”们走
进场馆内部，身临其境探索亚运。

“这个外墙上有34000多块铝合金
单元格栅，通过预设特定的角度，用不
同的投影面积勾勒出一幅《富春山居
图》。”听到工作人员的介绍，赵辰钧小
朋友好奇地向前凑近，仔细观察每一片
旋转百叶。“我觉得这个场馆很大、很漂
亮，设施都非常先进，我想叫上我的同

学们一起来参观。”他说。
赵辰钧今年 7 周岁，平时是一个

“亚运迷”，买了不少亚运吉祥物，看到
亚运元素也会要求妈妈帮他合影。“亚
运会将在家门口举行，对每个富阳人来
说都是很光荣的事情，趁着第一次开
放，我就带家里两个小朋友过来看看。”
赵辰钧的妈妈包丹菲说，“希望小朋友
们能对亚运项目、场馆的设置有一些简
单了解，学习亚运小知识。”

周翔和邵静是从滨江过来的。“在
富阳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这个消息，
零点的时候就预约上了，没想到自己手
速还可以。”周翔说。“进来之后，首先感
觉服务非常好，探馆体验满分。”邵静也
非常期待亚运会，关注很多项目。“今天

参观之后，感觉整个场馆设计和富阳本
地文化融合得恰到好处，能够展现出独
特的东方美学。”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的“市民体验
日”活动将于每周三和周六定期举行，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浙里办”
App预约，搜索“亚运场馆在线”，选择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即可获悉当日活
动时间安排。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首次对市民开放
迎来100位“市民体验官”

扫一扫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骆树
军）近日，富阳又有 7 条新路获市政府
批复，涉及富春街道和杭州富春湾新
城。记者从区地名办了解到，新路名大
多延续周边老地名。

龙船嘴街：东起春秋北路（规划
名），西至金桥北路 580 号（预编），长
500米，宽12米。

柿树墩街：东起春秋北路（规划
名），西至金桥北路 540 号（预编），长
500米，宽16米。

过庭街：东起阳平山路，西至石朱
坞路（规划名）260 号（预编），长 3500

米，宽20米。
渡船埠街：东起江滨南大道，西

至竹简路 590 号（预编），长 1000 米，
宽14米。

王家宕街：东起黄泥沙路（规划
名），西至安吴川路（规划名）200号（预
编），长1000米，宽26米。

虔礼街：东起亭山大道（规划名），
西至滨富路（规划名）120号（预编），长
1500米，宽60米。

稻蓬山路：南起大源街，北至富春
湾大道 2089 号（预编），长 2500 米，宽
24米。

起路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经过
层层审核把关。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地
名管理条例》，地名的命名应当符合地
理实体的实际地域、规模、性质等特征；
不以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不以企业
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作地名等。

近年来，区民政局地名办启动小
地名整理工作，陆续梳理富阳各乡镇
（街道）即将消失的老地名。随着城市
不断发展，新的道路增加，这些老地名
再次发挥作用，用于命名新路。例如
龙船嘴街、柿树墩街、稻蓬山路、王家
宕街和渡船埠街，这些路名就是源于

周边的老地名。
另外，位于杭州富春湾新城的过庭

街和虔礼街，源于唐代书法家、书法理
论家孙过庭。孙过庭，字虔礼，为吴郡
富阳人。“书法之乡”灵桥为孙过庭故
里，因此，以其名、字命名，寓意当地悠
久的历史文化。

扫一扫看地图

富阳7条新路获市政府批复
新路名大多延续周边老地名

富阳日报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