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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看天气小“七夕”联谊搭“鹊桥”

七夕将至，钟管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举办弘扬传统文化，“七夕”

佳节主题活动，邀请新居民子女进

行以传统服饰、礼仪和民俗为核心

内容的学习体验，在古韵古风中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欢度“七夕”佳节。

记者 白羽 通讯员 姚萍

感受七夕
传承文明

盛夏也成赏花季

持续高温 注意防暑

市县联动 气象防灾减灾送进村

昨天，康乾街道妇联在千丰社区保利原乡小区“邻聚里”党群驿站（幸福邻里）

开展巾帼家政技能培训活动，邀请湖州市技师学院的面点老师给学员讲解材料配

比、和面、揉面等内容并演示制作过程，让她们掌握一技之长，提升就业能力。

记者 赵宁

面点培训增技能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在德清

共享美好生活。这些年来，德清越

来越美丽，市民的赏花习惯渐渐养

成，品位也越来越高。无论梅花还

是樱花，无论是郁金香还是杜鹃，更

无论桃花还是李花……只要打开手

机，朋友圈内经常鲜花炸屏。但是，

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冬春季节，天气

一热，人们似乎无心赏花。其实，如

今德清的夏季，越来越芬芳多彩，淡

淡的花香安抚着市民的情绪，装扮

着德清的美丽。近日，有朋友开始

晒出夏日赏花图，满是诗情“花”意。

夏日，人们最熟悉的是荷花。

不过，今天我们来说说紫薇花。近

十多年来，德清城乡各地种植了很

多紫薇，紫红的、蓝紫的、粉白的、粉

红的，应有尽有。紫薇，花开夏秋，

明丽婉约，给德清的盛夏带来了热

烈气氛，却不失清凉之感。

盛夏时节，德清城乡的紫薇花

绚丽绽放，姹紫嫣红的色彩点缀着

盛夏的满眼绿色，成为美丽德清建

设中的有生力量。有的花朵色彩，

不少市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武康

的一些道路旁，青绿的树冠上，簇拥

着一团团火一般的艳红花朵，引得

不少路人惊艳并驻足欣赏。这是什

么花？原来是紫薇。

紫薇不娇气，对环境适应能力

很强，很容易种植，成活率高，除了

作为行道旁、公园里的景观植物，也

适合家庭庭院种植。在莫干山镇五

四村，有民宿把紫薇树做成了“编织

物”，紫薇树与紫薇树之间，经过相

互嫁接，枝条互连，形成“手拉手肩

并肩”的花墙，游客戏言住在那里可

以“招蜂惹蝶”，魅力无穷，真的让人

赏心悦目。这些具有生命力的紫薇

花墙，远远胜过了那些用建筑材料

做成的围栏。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像李

花、樱花虽然很美，但花期很短，天

气不好的年份，花开到花瓣凋落仅

两三天，而紫薇花不同，它的花期特

别长。春晖公园的紫薇六月份就开

花了，一直能开到九月底以后，十月

一日国庆节依然可以看到紫薇盛

开，给节日带来喜气。所以紫薇还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百日红”。

紫薇花除了花色艳丽，它的树

姿也很优美，树干光滑洁净，与其他

树木相比，还“肤色”出众，确实非常

少见。别的花竞相开放在春天里，

紫薇花却如同梅花，俏也不争春。

梅花愿意盛开在冰冷的雪地里，紫

薇花的可贵之处，它乐意开在火热

的三伏天，正是自然界的少花季节，

别的花怕热，它不怕，而到了秋天，

它又不惧秋寒。紫薇花的品格上有

点像梅花，藏着一种精神力量，激励

着人们昂扬向上，在逆境中奋进。

唐代诗人杜牧赞美紫薇：“晓迎秋露

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

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诗人

围绕紫薇花花期长的特点，来赞美

紫薇花不争春的谦逊品格。

有报道称，除了观赏价值，紫薇

花树还有着很强的生态价值，对二

氧化硫、氟化氢及氮气的抗性强，能

吸入有害气体。据测定，紫薇树的

每公斤叶能吸硫10克而生长良好。

紫薇又能吸滞粉尘，在水泥厂内距

污染源200~250米处，每平方米叶片

可吸滞粉尘4042克。所以，紫薇是

理想的绿化美化树种。 | 一人

| 记者 谢晓天 林琴 周雪婧

8月2日，市县气象局联合市

委宣传部、县妇联，一同走进新安

镇舍东村，为村民们送上气象防灾

减灾知识科普“大餐”。

在舍东村文化礼堂，市县气

象专家结合当地天气气候特点，

向村民详解了高温、台风、强对

流等灾害防御知识，耐心解答了

村民关心的高温干旱等热点问

题，“德清嫂”与“德小清”志愿者

协助发放《气象防灾减灾知识手

册》《气象灾害防御指南》等气象

科普宣传产品80余册。通过此

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防

灾减灾意识和气象灾害应对

能力。

今年8月起，市县气象部门联

合湖州市委宣传部，开展气象科普

培训“点餐式”服务，只需通过浙里

办“礼堂家”应用，在线预约气象科

普培训，各类丰富的气象科普活动

就能免费“送货”上门。目前全县

已有4个村（社区）在线预约了气

象科普培训。下一步，湖州市气象

局、德清县气象局将进一步做细做

实气象防灾减灾科普进乡村活动，

着力提升群众气象科学素养，提高

乡村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 记者 沈烨冰 实习生 俞欣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近日，武康街道综合执法中

队的办事员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这一美德，传递了文明正能量。8

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武康街

道执法中队的办事员柯卫忠、沈月

飞、周志成和李俞斌四人，和往常

一样在武康街道城西片区进行环

境整治时，在路旁捡到了一个钱

包，里面装有现金若干元。

“当时在宇诚农贸城入口前

20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

些垃圾，就上前去清理，结果看到

一个钱包躺在地上。”柯卫忠说，

打开钱包后，里面除了现金，其他

什么都没有。四人便想着去调一

下附近的监控设备看能否找到失

主。但不巧的是，安装在农贸城

入口处的监控，无法监控到钱包

掉落点的区域。

柯卫忠和同事们看着手上的

钱包猜测，可能是上午在这里自

产自销的农户不小心遗失的。“农

户一般售卖到上午9点就陆续回

去了，他们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

爷爷奶奶，这钱对他们来说，可能

要卖菜三四个月才能赚到。”柯卫

忠和同事们一致决定在原地等失

主回来找钱包。近一个小时过去

了，失主却并未出现，四人只能将

钱包送到了武康派出所。

钱包是否被人认领了？昨天

上午，记者前往武康派出所询问

得知，还没有市民前往派出所进

行遗失物品登记，并且由于钱包

内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派出所民

警一时也无法找到失主。

如果有市民在武康街道城西

村宇诚农贸城附近遗失了钱包，

请及时去武康派出所认领。

拾金不昧传递正能量

| 记者 徐晟昱 通讯员 沈菀颖

夏天一来，不少市民都喜欢邀

上三两好友喝酒聚餐，推杯换盏间，

如果控制不好酒量，不仅容易误事，

还会伤身。近段时间，舞阳派出所

就连续接到了两起醉酒警情。

“你在哪？我们是派出所的，已

经到了你们的生活区。”“我不知道

自己在哪里！”7月29日晚，舞阳派

出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称舞阳

辖区某工地，有人在酒后感到身体

不适。接警后，民警卢月忠迅速带

队出发，仅花了3分钟就赶到了工

地。但因醉酒，报警人无法说清自

己的具体位置，为尽快找到报警人

进行救助，卢月忠立即准备分散警

力开始地毯式搜寻。就在这时，卢

月忠听到生活区外有人呼喊，工友

说报警人已在警车旁，队员们听到

后立马向警车的方向跑去。

到达警车位置后，处警队员们发

现报警人已经钻进了警车副驾驶座，

队员们将其唤醒询问详情，但报警人

意识不清无法回答问题。为保证对

方安全，卢月忠当机立断将他换到警

车后座，火速赶往医院。10分钟后，

警车将醉酒男子送至医院，经治疗，

男子醒酒后已无大碍。

据了解，报警人姓胡，当晚与老

乡就餐时一起喝酒，不多时就出现

了身体不适的情况。

而胡先生并非个例，8月1日凌

晨2时30分，舞阳派出所又接辖区

内某KTV工作人员报警求助，称有

一男子在与朋友聚餐后，一直蹲在

门口，醒酒醒了三个多小时都没有

离开。因担心对方安危，工作人员

选择了报警。

处警民警在确认该醉酒男子的

身份并确认身体无碍后，将其送回

了宿舍。夏季涉酒警情多发，自开

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

来，舞阳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不断

加强治安态势研判，聚焦重点区域

精准防控、集中警力部署，守护夏夜

“烟火气”。

警方提醒：夏季炎热，亲朋好友

相聚联络感情本是好事，其间也少

不了饮酒助兴。但为了自身的安

全，请大家饮酒适量，小酌怡情、大

酌伤身，切莫贪酒误事。

夏季花式醉酒警情多
警方提醒警方提醒，，市民喝酒莫贪杯市民喝酒莫贪杯

| 记者 张志炜 文 白羽 图

在七夕来临之际，为引导广

大青年树立正确爱情观、婚恋观、

家庭观，8月3日晚，“浙江有礼·
湖州典范”我们的节日——“享浪

漫七夕 倡婚恋新风”活动在上渚

山奇幻谷举行。来自全县各地的

50余名优秀青年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发布了文化礼堂、

民宿、骑行等七类新时代婚礼套

餐，聘任了全市首批“亲青恋爱”

导师，“亲有礼”家庭代表还现场

分享了家庭幸福指南。在第二阶

段的游园活动中，50余名单身男

女青年从破冰游戏开始，围绕兴

趣话题深入交谈，展示才艺特长，

表达择偶观念，喊出爱的口号。

大家由陌生到相识，逐渐熟悉起

来，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七

夕乞巧、缘分天注定、一见钟情、

鹊桥有礼等互动游戏环节，大家

踊跃参与，携手互助，展示出了蓬

勃向上的朝气，现场气氛也随着

青年们交流的深入迅速升温。

“今天活动中的小游戏都非常

有趣，大家的互动也很自然，不仅

能放松身心，还可以拓展自己的交

友圈，很有意义。”“平时工作比较

忙，社交机会比较少，通过这次的

联谊活动可以认识到平常接触不

到的人，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大家

可以多联系、多交流。”活动中，不

少青年纷纷表示，由于平时工作繁

忙，很难抽出时间进行社交。这次

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认识更多

朋友的好机会。

未婚青年的交友问题一直都

是社会关注、家长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我县积极组织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浙风十礼”活动，把正

确的爱情观、婚恋观生活化、人性

化、柔性化，让青年们可感知、有

认同、能践行，将中华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风尚紧密结合起来，陶

冶高尚情操，提升文明素养，积极

营造“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

的社会文明风尚，倡导广大青年

积极投身“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实干争先主题实践，建设美好幸

福的家庭，争当共同富裕的奋斗

者、奔跑者。

县文明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帮助青年搭建

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发展友谊、

收获爱情的平台，并通过营造浓

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倡导广大青

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树立

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推动移风

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形成健康向

上的文明新风。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共青团湖州市委员会主

办，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新

闻中心、县民政局、县文广旅体

局、共青团德清县委员会、县妇

联、县金融业协会、下渚湖街道办

事处承办。

| 记者 谢晓天

七月的德清，高温预警频频出

现，最高气温在高温线以上仿佛成

了标配。眼下已经进入八月，又是

一场“高燃盛会”，前几天的台风

“桑达”和“翠丝”对我县没有产生

太大影响，虽然让气温有了短暂的

下降，但对于炎炎苦夏而言，作用

实在微乎其微。

随着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县再

度被晴热天气刷屏，“蒸笼模式”回

归，酷热又成了主旋律。德清县气

象台8月4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

报：未来一周我县持续高温，请继

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具体天气情况：6日(周六)晴

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9~

39℃，西南风3级；7日(周日)晴到

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9~

39℃，偏南风3级；8日(周一)多云

到晴，28~39℃，偏南风3~4级；9

日 (周二)晴到多云，28~39℃，偏

南风3~4级；10日 (周三)晴到多

云，29~39℃，偏南风 3~4级；11

日 (周四)晴到多云，29~39℃，东

南风3~4级。

未来我县将面临一段持续性

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在39℃徘

徊，分分钟“热到融化”，公众需加

强防暑措施，减少户外停留时间，

户外作业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

前兆症状，需及时休息，补水降

温。饮食上建议多吃清热解暑的

食物，比如冬瓜、苦瓜、莲子、百合

都是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