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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提示温

丹看天气丹

198元起登新鲜事、感人事、突发事、
疑惑事、有趣事……报料一经
采纳致以30-300元奖励。

新闻热线：8661890

征集民生社会新闻线索

巧合，三地处于同一经度线上

网红疫苗宣传横幅
亮相下渚湖

鱼刺卡喉
别轻易用“土办法”

美食比拼
展巾帼多才多艺

铁路安全
进校园

| 记者 黄欣怡

昨天，我县正式入汛，汛期长

达6个月。据德清县气象台总体

预测判断，今年汛期（5~9月）总

降雨量接近常年，梅汛期降雨量

偏多，有阶段性降雨集中期，强

降雨引发的城镇、工业区内涝以

及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气象风

险较高。

5~7月为主汛期，预计今年总

降雨量较常年略偏多，汛期降雨时

空分布不均，入出梅时间与常年相

近（常年6月13日入梅，7月8日出

梅），梅汛期有阶段性降雨集中期，

预计梅雨量偏多，有局部内涝出

现。

盛夏高温期为七八两月，预测

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时间

长，有阶段性高温酷暑天气；伏旱

期有阶段性干旱。

在 7 至 9 月台汛期，预计今

年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较常

年偏多，将有 3~5 个台风影响

我省（常年影响台风 3.3 个），有

2~3个影响我县，其中可能有1~

2个台风严重影响我县，盛夏和

秋季都有可能出现，需要高度

关注。

2020 年 ，我 县 平 均 气 温

17.8℃，创历史最高记录；年降

水量 1879.4 毫米，位居历史第

二；年内出现连阴雨、强对流、

暴雨、高温、干旱、寒潮等灾害

性天气。

县防指办要求，需立足于异常

的气候背景，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

防台抗旱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迅

速进入汛期防御状态。

| 记者 韩洁 通讯员 郭阳洋

“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

苗苗苗”“和所有的病毒说拜拜，

和所有的疫苗say嗨嗨”……随着

全民疫苗接种时代的到来，全国

各地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展科普宣

传，网红横幅不断上线，吸引了众

多网友的目光。近日，在下渚湖

街道也拉起了这些与以往风格迥

异的宣传横幅，活泼可爱的风格

引得过往市民频频点赞。

麻依婷在八字桥集镇开着

一家甜品店，在她的店不远处

就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

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苗

苗”。她说，之前在视频网站也

看到过这类横幅，没想到现在

下渚湖街道也有了，每天在店

里进进出出，看着横幅脑海中

就浮现出了一段旋律，唱出横

幅内容。“相比以前的横幅，这些

横幅更可爱，宣传内容可以以很

自然的方式记在心里，既新颖又

有趣。”

下渚湖街道社管办工作人

员表示，为了打破传统宣传横

幅的严肃文风，加强疫苗宣传

的亲民性，下渚湖街道首次尝

试在原有的横幅基础上，增加

行文活泼的网红宣传横幅，力

求让大家在耳目一新的同时，

将宣传效果最优化。目前，除

了八字桥集镇的这一条外，“和

所有的病毒说拜拜，和所有的

疫苗 say 嗨嗨”“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苗苗，让我为你打苗苗”

“你笑起来真好看，就是打完疫

苗的模样”等横幅均已“上线”，

并分布在二都小镇、三合中心

学校和加油站等人流密集区

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宣传

效果比较理想。

据了解，自全面启动新冠

疫苗接种以来，除了悬挂横幅

外，下渚湖街道通过发送短信、

分发资料和进村入户等有效手

段，全力开展宣传工作。截至4

月 14 日，下渚湖街道已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 3868 剂次，其中第

一 剂 次 3638 剂 次 ，第 二 剂 次

230剂次。

4 月 9 日，杭州市部分行政区

划优化调整方案公布，设立了新的

余杭区，区政府驻仓前街道。仓前

街道在哪里？德清县城的正南方

向，大约26公里处。巧合的是，从

仓前再往正南方向大约 25 公里，

就是富阳城区。德清城区、新的余

杭区中心、富阳城区，正好处在同

一条经度线上。

新的余杭区设立，跟我们有什

么关系？众所周知，原余杭区因为

区政府所在地在临平，位于余杭区

域的最东端，从临平往东走，一不

小心跨界到了海宁，而往西走，则

有很长的路，对于余杭西片区的事

情，免不了有鞭长莫及的短板。而

于德清，反而很近。我们说，最短

的距离是直线，设立新余杭区后，

就意味着，未来科技城成了余杭区

的中心，也让城西科创大走廊更有

辐射能力，更利于德清与之联动。

巧合的是，如果把德清、富阳两地

城区拉一条直线，近乎中间的那个

点，便是新的余杭区中心。

原余杭区一分为二，变成了

临平区与新的余杭区，从面积上

来说，新余杭区比原余杭区小了

不少。但跟德清相比，新的余杭

区面积几乎等同于德清县，所

以，相比于浙北区域的县区，余

杭区面积仍然不小。而新余杭

区的人口仍然将近百万，达 96 万

多人，远超德清。同样，其 GDP

总量，估算超 2100 多亿，在杭州

各 调 整 过 的 行 政 区 中 排 列 老

二。因此，新余杭区的影响力不

可小看。

八年前，仓前一带关注度还不

高，除了谈及到章太炎，很少有人

会联想到这里，也极少有德清人关

注过这个地方。自2013 年8月阿

里巴巴迁入以后，由于领头羊效

应，这里变得热闹异常。加之后来

杭州西站等的规划，这里的土地也

变得非常金贵，越来越具有科技中

心的态势，向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和

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根据杭州方

面的介绍，优化调整部分行政区划

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目

的是要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发

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实际上，

这里已成为浙江省的一个科创

中心。

而现在的超大特大城市发

展，越来越呈现出多中心现象，像

深圳，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

最近的上海，也官宣了上海这个

“单一中心”的城市，将变身为 1

个中心城区和嘉定、青浦、松江、

奉贤、南汇 5 个“独立的综合性节

点城市”。原先的上海，提的是四

个中心建设，而现在提的是五个

中心建设，增加的一个中心便是

科创中心，从中可见科创中心的

地位。

乘坐过老宣杭线上绿皮火车

的乘客都知道，当时的武康站一直

往南，到了铁路往东转弯的地方，

就是仓前站。随着杭州西站及湖

杭高铁的建成，德清、仓前（杭州

西）、富阳必将成为串联成大动脉

中的三个节点，三地往来时间可以

在二三十分钟之内，这条以前不太

热闹的经线，会同时随着已经通车

的杭州二绕西复线，变得越来越有

人气。这样的规划布局，或是有意

为之，或也是自然天成，貌似巧合，

但其联动效应，已经赫然于地图之

上，推开刚刚亮相的杭州新版地

图，已经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

告白。

| 一人

| 记者 陈明月 通讯员 杭昇艳

近日，禹越镇天皇殿村幸福邻

里携手妇联举办美食大比拼活动，

为妇女们提供一个展示厨艺风采的

舞台，进一步打造妇女多才多艺的

形象。

赛前，妇女们精心准备，虾仁、

肉丸、鸭肉……小小的桌子上摆满

了各类新鲜食材。比拼活动正式开

始后，参赛选手们“秀”出十八般武

艺，有的展示熟练的刀工，有的展示

高超的烹饪技艺，比赛现场充满欢

声笑语。不一会儿，招牌卤鸭、油爆

虾、年年有鱼、菠萝香米炒饭、粢毛

肉圆……二十多个菜品摆满了评委

桌，样式各异、香味扑鼻。

经过评比，最后诞生了三位获

奖选手，但评委们表示，每道菜都很

有特色且美味。“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思，比自己在家里做菜有趣。”妇女

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不仅可以促进邻里感情，还能

丰富业余生活。

| 记者 韩洁 通讯员 唐文学

鱼类肉质嫩滑、味道鲜美，是不

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备菜。当鱼刺卡

喉，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吞饭、喝醋这

些“土办法”，可是这些“土方法”靠

谱吗？近日，新市的王先生就为此

吃尽了苦头。

四月上旬的一天，60岁的王先生

吃饭时，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王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快速处理：

喝醋，吞饭。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鱼刺卡喉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从起初

的喉咙位置转移到了胸部，只要吞咽

食物，胸口就剧烈疼痛。家人见状，立

即将他送往杭师大附属德清医院。

到院后，急诊科主任陈龙胜立

即给王先生做了胸部CT，CT显示

食管内有异物。与家属充分沟通

后，陈龙胜决定进行急诊无痛胃镜

检查。在麻醉科和内镜室的共同协

作下，这根“害人”的鱼刺在王先生

的食道中段被发现，鱼刺长约2cm，

而且三分之一已扎入食管壁内，万

幸没有造成食管裂伤。依托胃镜作

业，十分钟后，鱼刺被顺利取出。

鱼刺卡喉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但是吞饭、喝醋、拍背这些“土办法”

并不可取，而且还有极大的风险。

陈龙胜介绍，喝醋虽然能起到软化

鱼刺的作用，但醋在喉咙停留的时

间非常短，很难真正起到效果，而强

行吞咽可能导致鱼刺、细小骨头在

滑动过程中划伤食管黏膜而发生感

染，更有甚者鱼刺断裂滑入更深处，

极有可能形成局部脓肿、食管穿孔，

甚至刺穿大血管危及生命。

当发生鱼刺卡喉，应该如何正

确处理？陈龙胜表示，当事人应立

即停止进食，尽量减少吞咽动作，

如咽喉部能看见鱼刺，刺不大且扎

得不深的情况下，在家人的帮助下

第一时间用镊子将其慢慢取出，若

鱼刺位置卡得较深或已经看不见，

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医院由医生进

行科学处理，以免造成更严重的

后果。

| 记者 俞丹丹

周二晚上，春雨无声无息地走

了个过场，我县出现了弱降水天

气。周三一早，雨基本停了，天空仍

被厚厚的云系覆盖，地面和空气有

些潮湿，加上弱冷空气的影响，白天

最高气温仅在15℃上下。很多市民

又翻出了冬装穿在了身上，这着实

是明智之举。

春天晴晴雨雨，变幻莫测，虽然

周四的天气情况逐渐转好，但依旧

是云系霸屏，那到底啥时候能看到

明媚的蓝天呢？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的具体

天气情况：4月 16日(周五)多云到

阴，11～23℃，偏北风2～3级；17日

(周六)多云到晴，12～21℃，西北风

3～4级；18日(周日)晴到多云，9～

20℃，东南风3级；19日(周一)晴到

多云，9～22℃，东南风3级；20日(周

二)多云，11～23℃，东南风3～4级；

21日(周三)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

雨，13～21℃，偏东风3～4级。

从目前的天气趋势来看，今天

开始一大拨晴天要来了，这个周末

有暖阳和春风相伴，春游、踏青、洗

晒，都可以安排起来了！未来几天

最高气温在19到23℃，体感还是很

舒适的，但18日、19日早晨最低气

温都在10℃以下。大家不要着急脱

去外套，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是要

注意保暖，以免感冒。

另外，今年第2号台风“舒力基”

（热带风暴级）已于14日凌晨在菲律

宾以东洋面生成，但未来五天，“舒

力基”对我国近海无影响。

天气放晴
周末有暖阳相伴

4月15日，舞阳街道城山村的巾帼护绿队正在拔草护绿，洁净环境。为了长效维

护乡村环境，该村妇联执委实行“片区认领”，带领志愿者在村庄全域整治中贡献巾帼力

量，共建“水润城，云抹山”的全域美丽城山。

见习记者 赵宁

巾帼助力全域秀美

我县昨日正式入汛

4月是全省铁路安全宣传月，为了

提高铁路沿线中小学生安全意识，4月

15日上午，德清铁路派出所民警来到

实验学校，开展铁路法制安全宣传进校

园活动。

活动现场，铁路派出所民警给学生

们普及了列车和铁路安全等知识，并结

合发生的真实案例，着重讲解铁路交通

安全的注意事项，引导师生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积极行动起来维护铁路安全。

活动现场还开展有奖问答、宣传资料发

放等活动，师生踊跃参与，氛围浓厚。

下一步，铁路派出所还将进村入

户，进一步对沿线施工单位、废品收购

站进行安全宣传，提高铁路沿线群众的

法制安全意识。

见习记者 赵宁 图 徐晟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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