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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苑阳

本报讯 春节前期，刚嗅到了一

丝温暖的气息，以为春天要提前上

场了，好心情却瞬间被雨雪冰冻。盼

望着春的脚步更近些，可还是不得

不忍受冬的盛气凌人。接下来的日

子，阴雨天气依旧在我区“单曲循

环”。

明日就是元宵节了，天公不作

美。节日近在眼前，雨水却赖着不

走，想看场花灯再说。更扎心的是，

元宵前后都是清一色的雨，似乎看

不到晴的希望。根据区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我区仍是雨水天气相伴。

预计 2 月底之前，我区多阴雨

寡照天气。其中，20 日前降水较为

明显，多中雨天气，下旬以阵雨为

主。此外，气温方面也不甘示弱，月

底之前还有一次冷空气赶来。前天

和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在 0益左右，

山区最低-2益—-4益。好在今日起，

气温开始逐渐回升。明日元宵节，天

气虽是阴雨，但气温在 4—11益之

间，已是附近几天的最高温。

去年 12 月 5 日入冬以来，我区

阴雨寡照天气较多。可以来看一组

数据，截至 2 月 13 日，我区雨日有

44 天，比常年偏多 42.4%，雨量

274.5 毫米，是历史同期的 1.9 倍；

平均日照时间更是创历史新低，每

天仅有 1.9 小时日照。

气象专家提醒，本轮低温阴雨

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建议市民注意

添衣保暖，合理安排出行。元宵节如

若出门赏花灯，要注意交通安全。

未来一周 低温阴雨“单曲循环”
元宵节要泡在水里了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马灯穿街、锣鼓喧天、

或体验一把打年糕、或亲酿一坛香

醇米酒、或品一桌月亮宴，今年春节

期间，走进天目山镇月亮桥村，总有

让游客值得惊喜的年俗活动。自 1
月 13 日“天目月乡过大年———年俗

文化旅游节”启动以来，月亮桥村里

“好戏”连番上阵，为游客和当地村

民送上年俗“盛宴”。

月亮桥村位于天目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南麓，是天目山旅游的

必经之地。近年来，月亮桥村通过

“新农村”、“美丽乡村”的建设及精

品村创建，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

村”、“杭州市民宿示范村”、“杭州市

美丽乡村”等数十项荣誉。作为“大

天目”战略规划实施的一个重要节

点，目前该村正依托山水开路，文化

发力，以“月元素”为主题着力打造

“天目月乡”村落景区和风情特色小

镇。

此次系列年俗活动也是为了更

好地弘扬传承临安年俗文化，打响

月亮桥村落景区“天目月乡”的品

牌。“这次年俗活动与以往不一样，

不是举办一场活动就结束了，而是

打造一款旅游产品，既有丰富的内

容，也能一直延续下去。”月亮桥村

委会主任张卫荣表示，美丽乡村、村

落景区建好更要经营好，此次天目

月乡过大年活动就是为了更好地推

动村落景区业态而开展。

据月亮桥村落景区运营商、杭

州那月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聪介绍，本次“天目月乡过大年”

活动主要有三个特点：主题特色鲜

明，有吸引力。以年俗文化旅游体验

为切入点，契合年味，产品吸引力

强；活动精彩纷呈，有体验性。开展

杀年猪、磨豆腐、酿米酒、打麻糍、写

春联等丰富多彩的本土年俗活动，

让广大游客体验乡情、乡味、乡俗；

另一方面，年俗活动持续时间长，游

客参与的时间、空间选择性大。活动

推出近一个月来，已经吸引游客将

近 5000 人次，为当地的民宿、农家

乐带来了人气。

“我吃过麻糍、白糖，但从没见

过这种传统手艺，今天终于一饱眼

福。”游客帅秋琴在老底子美食中看

到了浓浓的年味。“其实很多年俗活

动我们年轻一代都没有体验过，也

不知道别人口中的年味到底是什么

样，终于在月亮桥找到了。”

记者了解到，天目月乡过大年

包括“团圆月亮宴”、“月乡村晚”、

“月乡灯会”等系列活动，将会持续

到 2 月 22 日。“举办年俗活动是为

了把村里的老底子生活重新拾起

来，传承下去。”陈聪说，目前，月亮

桥村落景区已经引进玫瑰园、草莓

园、雕塑馆等业态，除了年俗活动，

今后还会根据四季特色，开展不同

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体验到月亮桥

村一年四季不一样的传统文化。

临安特色年俗旅游活动系列报道之三

天目山镇月亮桥村：
天目月乡过大年

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日前，锦南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组织街道班子成员进企

业，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助推工

业经济开门红。

15 日上午，街道主要领导一行

先后来到鹏宇电子、鑫富科技、绿

能、盛龙装饰等企业走访，向企业送

上新春问候与祝福，走进正常复产

复工企业的车间，了解企业开工用

工情况，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情

况，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与企业负责

人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为企业主送

去《德国制造》等 4.0 书籍，与企业家

共同谋划 2019 年锦南经济发展思

路。与此同时，街道还组织安监中队

进企业开展“送安全送服务”活动，

为复工企业送去安全环保清单。

目前，锦南街道已经有百分之

八十五以上企业复产复工，接下

来，街道将继续深化企业大走访活

动，持续开展“服务企业 360”，创优

营商环境，力争经济发展开门红。

锦南街道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助推企业开门红

春节期间袁 区城投路桥公司安排

专业巡查和修复班组袁 重点巡查我区

各道路袁 针对城区易积水人行道进行
重点处理袁确保人行道平整无积水遥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潘亮 摄

修复人行道
确保无积水

见习记者 楼飞宇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新年年味还未散去，

元宵佳节已经向我们热情招手。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充满着

浓浓元宵味。元宵节作为中国的

传统节日，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猜灯谜、吃元宵、逛灯会等

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记者了解到，明日上午 9 点至

11 点，区图书馆为市民朋友准备了

“猜灯谜送汤圆·金猪迎春闹元宵”

活动，活动当天将挂出字谜、成语

谜、地名谜等近千条灯谜，等待市

民朋友前来解灯谜闹元宵，同时还

免费赠送香甜味美的汤圆。

元宵佳节是阖家团圆的节

日，大家不妨带上老人小孩一起

去图书馆，猜猜妙趣横生的灯谜，

共度一个有趣欢乐的元宵节。

明日图书馆等你猜灯谜闹元宵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元宵节是春节年俗

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每到元宵

佳节，大家总想着“闹腾”一番。借

着节日的“东风”，我区不少商家

纷纷推出打折、满减等活动，提前

“闹”起了元宵。

作为元宵节的“主力军”，汤

圆一早就在商场的冷冻柜里“占

据”了“半壁江山”，价格从 5 元到

40 元不等。肉馅、巧克力味、抹茶

味、紫薯味、草莓味……在沃尔玛

超市，除了传统的芝麻馅、豆沙

馅，冰柜里还有很多“创新”口味

的汤圆，吸引市民的目光。“居然

还有草莓味和巧克力味，不知道

味道怎么样。我们吃得最多的还

是芝麻和豆沙馅的，口感最好。”

市民陈女士拿起一袋“三全炫彩”

小汤圆看了又看，有些犹豫。挑选

再三，陈女士拿了三袋芝麻馅的

汤圆以及一袋“三全炫彩”小汤

圆。“就买一袋尝个鲜，而且现在

购买汤圆有‘满 35 元减 5 元’的

活动，刚好凑个数。”

“要不是看到冰柜里这么多

五颜六色的汤圆，我还没意识到

元宵节要到了，待会儿我也要买

些汤圆回家。”正在天华世纪城

H86 购物中心选购商品的王莹

说，元宵节虽然不像除夕那么有

仪式感，但在当天吃汤圆是雷打

不动的习惯，寓意着一家人团团

圆圆。和陈女士一样，王莹和家人

也对黑芝麻馅的汤圆“情有独

钟”，新品不敢轻易尝试。

“黑芝麻馅的汤圆一直是‘人

气担当’。”天华世纪城 H86 购物中

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销量最好的

当属黑芝麻馅和豆沙馅，对于新

品，大多数人抱着尝个鲜的态度。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汤圆，商

场里的其他商品，如服装、坚果、

纸巾等也一并在促销的行列中。

“刚刚过完春节，又来了情人节、

元宵节，现在又刚好‘撞上’了开

学季，所以促销活动一直都没停

过。”在 Balabala 童装店，营业员

一边帮顾客试衣服一边说，而且

现在店铺要上春装了，急着把冬

装库存销售出去。

“开学买新衣服已经是我们

家的传统了。”市民张莉正带着五

年级的女儿挑选行头。“这几天天

气还是挺冷的，衣服也要买厚一

点，想不到还打 5.9 折，比年前还

要便宜。”

此外，商场的文具区以及新华

书店也是目前最热闹的地方。沃尔

玛超市和 H86 购物中心都专门开

辟了“开学季”专区，书包、铅笔盒、

圆规、水彩笔、笔记本等文具琳琅

满目，并且也都有相应的折扣。

元宵节“撞上”开学季 新一轮促销浪潮奔腾而来

通讯员 韩微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水平，加快政府投资

项目资金审批速度，近日，区财

政局举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

系统上线培训，助力政府投资项

目透明、高效、有序。

培训班上，软件公司专家就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项

目管理、概预算管理、年度预算

管理、工程预算管理、合同管

理、资金管理和竣工结算等模块

进行专题讲解及演示，并进行现

场答疑。

此次培训以实操为主，内容

丰富，参会人员对如何使用政府

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有了初步

认识，有利于今后充分利用该系

统进行资金申报，规范项目管理

流程，加快审批速度。

据悉，此次培训进一步明确

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

操作流程，提高了项目管理人员

及财务人员的业务技能，为实现

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正式上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区财政局积极助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上线

新春佳节袁 苕溪社

区的干部陆续走访了辖

区内的困难党员尧 离退
休干部尧低保家庭尧残疾

人家庭尧 优抚对象及春

风行动帮扶结对家庭袁
并联合共建单位慰问多

位孤寡老人遥
通讯员 董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