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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撞上”宋韵
区婚姻登记中心举办“梦回南宋，
白首百年”
主题活动

新人沉浸式体验“宋代婚礼”

明天

晴到多云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今日
天气

晴到少云

后天

晴到多云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
29—40℃
平均相对湿度 55%

气温：29—39℃

气温：
28—40℃

预计 8 月上中旬旱情持续发展

见习记者 金易梵 实习生 叶盛媛 俞毅舟

本周末或适时开展人工增雨

昨日是七夕节，
又被称为
“中国情人节”
。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
区婚姻登记中心为新人们准备了
“梦回南宋，
白首百年”
主题活动，
新人们可以体验宋韵文化，
记录爱情最美好的瞬间。

阳陂湖的蓝天碧水 天气拍客 王仁湘 摄

新人喝合卺茶

活动预告吸引不少新人
昨日 9 点，记者来到区婚姻登记中心，
已经有十几对新人入座，等待活动开始。
整个颁证室被装点得古色古香，大红色地
毯、木质桌椅，配上“喜”字背景，让人觉得
仿佛穿越时光，来参加一场宋代世家子弟
的婚宴。现场有一张长桌，上面摆放着点
茶工具，区婚姻登记中心邀请国家高级茶
艺师魏涛表演宋式点茶，让新人沉浸式体
验宋韵文化。
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倪华丽说：
“婚
姻登记提前 30 天才可以预约，7 月 2 日凌
晨开放预约通道后，就有新人预约了七夕
这个好日子。我们在公众号上放出这次
活动预告后，又有多对新人热烈响应、报
名参加。”倪华丽说，现在年轻人都对中国
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在领证当天有这样一
个仪式，对新人来说很有纪念意义。
“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向他们传递正确的婚恋
观，倡导‘重登记、简婚礼，强责任、优家
风’
的婚礼新风尚。
”

婚姻是一个新家庭的开端
活动开始，先由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
长姚庚华为新人们分享新婚辅导课程《家

魏涛表演宋式点茶

是港湾，爱是退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
子，告诉大家怎么组建一个有爱的家庭。
同时，现场有区百信幸福家庭服务中心的
老师为新人们做新婚辅导。
“姚医生将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婆媳
关系剖析得很透彻，分享了很多我们即将
面对的事情，感觉学到了很多。”曹政达和
何丽媛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恋爱已经一年
多了，他们认为从“情侣”升级为“夫妻”，
双方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曹政达和何
丽媛早早就预约了“七夕”来领证。
“ 以后
结婚纪念日和七夕就是同一天了，不容易
忘记。”
曹政达笑着说。
课程结束后，由区审管办和区民政局
领导为新人们颁发结婚证。洪焱捧着结
婚证爱不释手：
“我也是‘已婚’人士了，以
后各种材料上的‘未婚’都可以改成‘已
婚’了。”她是一名老师，老公朱锴是一名
牙医，两人从 2018 年开始恋爱，这是他们
一起过的第五个七夕。
“ 我们是相亲认识
的，双方家庭知根知底。刚开始认识的时
候互相都很嫌弃对方，在接触过程中，慢
慢感受到彼此身上的优点，相恋相爱也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
”
洪焱和朱锴已经办过酒席，朱锴特意
请了假，挑七夕来领证。他穿了一件印有
小老虎图案的短袖，他说：
“老婆马上就要

生了，希望我们的‘虎宝宝’健健康康，一
家人平平安安。
”

“汉服新人”收获满满祝福
现场还有一对特别的新人，女方身穿
“凤冠霞帔”，精致的珠冠和身上的红装相
得益彰，男方也身着红色汉服，头戴黑色
花幞头礼帽，英姿飒爽、器宇轩昂。何俊
鹏和纽敏怡相恋已经两年多，对这次登
记，两个人计划、商量了很久。
“ 之前看了
《梦华录》，大结局里结婚的场景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没有一个女孩子不为‘凤
冠霞帔’心动。”纽敏怡说，
“刚好今天是七
夕，在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节日里，穿上我
们的传统服饰，
非常有纪念意义。”
何俊鹏说，前一天晚上激动得睡不
着，早上 6 点半就起来开始装扮了。
“ 汉服
穿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人帮忙才能
穿上，整个过程大概要 1 个多小时。”纽敏
怡的头冠有些重，何俊鹏一直很贴心地用
手帮她托着。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
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与
义务……”伴随着新人坚定的誓言，双方
交杯饮下魏涛准备好的合卺茶，以茶代
酒，
象征两人的爱情长长久久。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从 7 月
迈入 8 月，高温一路“猖狂”。今天
开始，未来一周内，富阳将面临新
一轮大范围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从 39℃起步，一不小心
就会爬上“4 字头”
。
昨日，
“升级版”高温已经启动
强势反扑，早晨城区最低气温达到
29.4℃ ，午 后 最 高 气 温 升 至
38.4℃，
而这热度仅仅是个开始。
区气象台预测，今天起一直到
8 月 10 日，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
控下，富阳各乡镇（街道）最高气温
可达 39—40℃，
局地 40℃以上。
从气象学上说，副热带高压是
个暖性高压系统，在其控制范围
内，气流下沉，不易形成云层，使得
太阳辐射直达地面，有利于地面增
温，导致高温频发、强度较强，旱情
形势也会变得紧张起来。
据杭州市气象台统计，由于前
期高温少雨，全市已经出现区域性
较严重干旱，预计 8 月上中旬旱情
持续，
各地要继续做好抗旱措施。
大家肯定关心：人工增雨是不

是又可以安排上了？对此，浙江省
气象局昨日表示，只要天气条件允
许，人工增雨作业会适时开展，全
省各地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小组
都时刻准备着。
目前来看，本周末杭州地区可
能出现午后局地性雷阵雨过程，根
据统一安排，包括富阳在内，各县
（市、区）将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
请公众及时关注官方通告。
气象部门提醒，明后两天一旦
形成雷雨条件，局部会有短时暴
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
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
市低洼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
害，以及雷雨大风对在建工程、简
易工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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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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日 16 时发布

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组走进富阳
拍摄 5 集专题，将于 9 月播出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张
卓）7 月 24 日至 8 月 2 日，央视社教中心
科教频道《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组来
到富阳，聚焦富阳历史文化，以黄公望
与《富春山居图》、富阳竹纸等为主题，
拍摄制作“走进富阳”专题，将制作 5
集，
于 9 月在央视科教频道陆续播出。
《跟着书本去旅行》是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倾力打造的一档
体验式文化教育节目。节目以中小学
课本或者经典名著为线索，在“读万卷
书”的同时“行万里路”，走近文化古
迹，实地实景讲故事、身临其境受教

育，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此次央视《跟着书本去旅行》摄制
组用 10 天时间实地取材，由领队和专
家寻访文化古迹，听专家在实景中讲
背后的故事。摄制组先后到黄公望隐
居地、东梓关村、富春江、湖源乡新二
村等地取景，全方位、多角度拍摄人文
风貌，通过镜头探索富阳悠久的历史、
讲述富阳丰富有趣的文化故事，展现
其文化内涵。本次富阳系列共计 5 集，
每集 18 分钟左右。

富春江畔的温暖，
富春江畔的温暖
，我们已感受 70 年

“我和中医院的故事
我和中医院的故事”
”征文活动开启啦
征文活动开启啦！
！
七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七十载绝技流传，
薪火相承。
1952 年，杭州市富阳区中医院的前身富阳县城
关镇中西医联合诊所成立。在一块不足 5 亩的土地
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自
己的信仰与坚守，积极投身于医院建设和发展，谱写
一曲曲医者仁心的赞歌。
2022年，
区中医院迎来建院70周年，
这家在富阳老
百姓中有口皆碑的
“城关医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70 年来，区中医院在传承中求创新、求发展，取
得不俗的成绩，在富阳发挥中医药龙头作用，真正让
中医国粹在基层开花结果。医院已经成为一家集医
疗、教学、科研和预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于一体

的综合性二级甲等中医院，是国家级、省级城市社区
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示范基地，浙江中医药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教学医院，2020 年获得“全
国 优 秀 县 级 医 院 ”称 号 ，2021 年 获 得 全 国“20182020 年改善医疗服务”
先进典型医院荣誉。
70 年来，区中医院始终坚持发挥中医药优势，
坚持科技兴院、中西并重，强专科、树品牌，秉承精诚
致和、立本求新的发展理念，谦逊真诚、博采众长的
合作理念。1 个国家级针灸理疗康复特色专科、1 个
省“十三五”中医药重点专科、3 个市医学重点学科、
1 个杭州市重点培育学科、2 个杭州市区域共建学
科、2 个杭州市首批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1
个杭州市级中医名科以及 13 个富阳区级重点学科，

一、征文主题
“我和中医院的故事”
二、征文对象
区中医院在职职工、离退休干部职工、职工家属，
曾在区中医院就诊病人或病人家属，关心支持医院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三、征文要求
1.题目自拟，
内容真实，
文笔流畅。
2.体裁不限，真情实感，不可杜撰，作品以 1000 字
以内为宜，诗歌作品不超过 40 行，所有来稿均视为投
稿人已授权区中医院和《富阳日报》使用。
3.内容：可围绕“我和中医院的故事”回顾医院发
展历程，对重要历史事件、重大活动、重要人物的追

彰显着中医专科专病特色。
70 年来，区中医院坚持“充分发挥中西药特色
和优势，走中西医融合发展道路”的原则，重视人才
培养和专科建设，技术骨干、学科带头人，一批批技
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不断涌现——章一
平、洪利民、周绍麟、沈玉明等，在这些名医中，富阳
人总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名字。
回首是为更好地前行。为进一步发掘医院历
史，弘扬医院文化，传承医院精神，提振全院上下凝
心聚力砥砺奋进的精气神，更好地为奋力描绘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贡献中医力量，值此建院 70 周年来临
之际，区中医院特联合富阳日报社，面向全区开展
“我和中医院的故事”
征文活动。

忆，或者作为亲历者、见证者进行讲述；可以书写自己
或团队在医院的成长经历及感悟，书写身边的奋斗故
事；可以怀念曾经给自己或者家人诊疗的名医，讲述
最为感人的医患故事；也可以体味医院的今昔变迁、
院史掌故，为医院发展建言献策，写给医院的祝福及
院庆抒怀等。
4.稿件统一发送邮箱：fyszyyy@126.com，邮件题
目注明“中医院院庆征文”，并请务必在作品末注明作
者姓名、身份、联系方式，
来稿恕不退还，
请自留底稿。
5.截稿时间：
2022 年 10 月 20 日。
四、征文刊发
区中医院和《富阳日报》将对来稿进行评审，择优
刊发，
并致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