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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看天气小

护航二十大 平安进万家
县妇联开展系列活动县妇联开展系列活动

庭院“小美”助推乡村“大美”
| 记者 沈烨冰

庭院精致如诗美，花径芳翠入画

来。初秋时节，走进舞阳街道双燕村

盛鑫华家的小院，宛如来到了世外桃

源。海棠花、三角梅摇曳生姿，盆栽

绿植挺拔俊俏，茄子、西红柿结出累

累果实，小院清新致雅，生机勃勃。

如今，盛鑫华家的小院已经成为村里

家家户户学习的模范。

去年以来，双燕村以美丽庭院建

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农村精细化水平，让一户一

景、一村一貌的美丽乡村图景不断呈

现。“为进一步推进‘美丽庭院’建设

工作，多角度打造‘线下+线上’交流

展示平台，最大限度调动妇女的参与

积极性和创造潜能，我们通过典型引

领，逐步带动全村家庭对创建美丽庭

院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该

村村委委员杨寅说道。

双燕村是舞阳街道美丽庭院创

建成效的缩影。近年来，舞阳街道不

断探索创新举措，形成长效机制，研

究制定分级分层管理＋自治型监督

管护模式，协助群众自主负责庭院洁

化、美化、序化，让“美丽庭院”创建活

动在基层落地生根，确保美丽庭院从

“一时美”到“持久美”、从“一处美”到

“处处美”提升，致力构筑美丽宜居新

生态，全面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一方庭院，满目风景。“美丽庭

院”是富裕起来的农民和农村的共同

需要，源自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接下来，舞阳街道将进

一步强化“党建带妇建”工作措施，发

挥“半边天”的主力军作用，动员和感

召更多的妇女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来，让妇女在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中大显身手，为全面提升全县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注入“巾

帼力量”。

国庆假期“出行宝典”请查收
| 记者 徐晟昱

2022年国庆“小长假”即将

来临，按捺不住出行步伐的人

们，如何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

路和方式？记得收下这份国庆

假期“出行指南”。

长假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免

费。免费通行时间：10月1日0

时~10月7日24时。免费通行

车型：7座(含7座)以下载客。

高速拥堵预测：根据高德地

图交通大数据预测，国庆期间预

计2022年9月30日18点~次日

10月1日12点为高速出程拥堵

高峰；10月5日为最高返程拥堵

高峰，14点~17点拥堵程度较

高。同时，车主关注“浙江交警”

微信(ID:zjjj365)或“浙江高速交

警”微信(ID:zjgs12122)，点击

实时路况查询，发送需要查询的

高速路名关键字（如G15、甬台

温）获取实时路况。

高峰、易堵、事故多发路段

高峰时段：据预测，从9月

30日下午开始，全县各主干道

路将会出现交通高峰，“国庆”7

天长假期间，每天9时至12时、

14时至18时为出行高峰时段。

易拥堵路段：104国道、304

省道、德桐公路等主干道路，莫

干山、下渚湖、新市古镇等景区

交通流量会增加，周边道路压力

增 加 。 304 省 道 雷 甸 路 段

（22KM-25KM）易拥堵。事故

多发路段：304省道雷甸路段

（2KM-25KM）。

温馨提醒：景区车辆多、道

路拥堵，请听从现场执勤人员指

挥，车辆有序停放。

景区出行攻略

莫干山风景交通管制：国庆

节7天长假期间，莫干山景区将

迎来一轮旅游高峰，为有效维护

景区良好交通秩序，切实保障游

客出行安全，确保景区的交通畅

通有序，10月1日至7日期间，

莫干山景区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措施，具体安排如下：

黄郛东路（红绿灯至交通历

史馆）实行由东往西单向通行；

于烂线（交通历史馆至绕镇南

路）实行由北往南单向通行；竹

源路（黄郛路至别墅路）实行由

南往北单向通行；黄郛西路全线

实行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只下不

上，且下来后只能右转进入于烂

线）；莫干山镇全域禁止工程车、

毛竹运输车通行；其他运输车辆

尽量错峰出行。

停车场分布：莫干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将庾村集镇范围企业、

站所、学校等停车场免费（标注

收费的停车场除外）向游客开

放，请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有

序停放，并自行保管好财物。

换乘指南：1、进入莫干山

风景区（从筏头上山）

（1）304省道—筏头集散中

心换乘至莫干山风景区。

（2）三莫线—绕镇南路—于烂

线（筏头方向）—304省道—筏头

集散中心换乘至莫干山风景区。

2.进入莫干山风景区（从莫

干山庾村集镇上山）

三莫线—莫干山旅游集散

（换乘）中心换乘至莫干山风景区。

新市古镇风景区：新市古镇风

景区仙潭路、西城路、宁夏路路段车

辆易拥堵，请过往车辆注意绕行。

下渚湖风景区：下渚湖景区

国家湿地公园、天际森谷、田博

园、上渚山奇幻谷等热门景区附

近车流量较多，易出现拥堵缓行

现象，届时交警部门将采取相应

交通管制措施，过往车辆请听从

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文明开车、

有序停放。

出行安全提醒

做好攻略，错峰出行。驾驶

员出行前请提前规划路线，上高

速前可通过导航查看路况，可选

择一条备用绕行线路或推迟出行

时间，上高速后要注意观察高速

公路上的情报板提醒，服从高速

交警指挥，文明驾驶，守法出行。

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十一国

庆放长假，交警不休假。长假期

间，德清交警将严查各类交通违

法，严管通行秩序，请出行人员，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做到一盔一带。安全带是

意外来临时驾乘人员的“保命

带”，长假期间，德清交警将严查

不正确使用安全带违法行为，所

有驾乘人员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无论是坐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

都要规范使用安全带！

谨慎驾驶，平安出行。秋季

是农忙时节，农村地区交通运输

繁忙，且农村地区公路等级较低，

安全防护设施不完备，行经农村

地区或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

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请

拒绝乘坐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超

员车、无牌无证、私揽客源的“黑客

车”等有安全隐患车辆出行，切勿

农用车违法载人或人货混装。

路遇事故，快速撤离。在高

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

障，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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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姣

“培训正好解决了这段时间碰到

的疑惑！回去后，我还要再理一理这

些经验。”9月27日下午，参加完家

事调解工作实务培训的“德清嫂”郑

燕飞信心满满，她说，以后调解矛盾

的底气和依据更足了。

这是县妇联在舞阳街道回龙社

区开展“护航二十大平安宣传进万

家”活动时的一幕，当天，进行了家

事调解工作实务培训、平安宣传、

“上门问诊”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妇联干部和“德清嫂”调解员的能力

和素质。

此外，县妇联还联合县矛调中

心等10个单位，进行反诈、禁毒等宣

传和矛盾纠纷调解咨询服务。随后，

“德清嫂”调解巡回服务团成员、“德

清嫂”家事关护员上门开展了平安家

庭宣传。

今年以来，我县全面实施“德清

嫂”调解工作室基层行行动，通过“固

定解纷日”活动，围绕婚姻家事开展

宣传、排摸、教育、调解活动，进一步

延伸社会治理网络，力争实现舆情收

集在一线、维权帮扶在一线、志愿服

务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

| 记者 杨名 实习生 王李琦

9月 28日，由县老干部局主办

的“喜迎二十大 同走共富路”银晖书

画展在县图书馆举行。

老同志们满怀激情，潜心创作

149副作品，其中书法作品65幅，国画

作品84幅，展览的作品内涵丰富、风

格多样，一幅幅精彩绝伦的水墨画、

国画、油画、水粉画供人欣赏，展现

出老干部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的

思想境界。富华是县老年书画研究

会会员，平时喜欢绘画，这次她用了

两天时间，创作了一幅山水画，展现

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内心的爱国

之情。

据悉，此次画展于9月28日开

始至10月18日结束，画展上的作品

皆由全体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以及

老年大学师生执笔，他们以笔抒情，

以画传意，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和对二十大的殷切期盼。

“喜迎二十大 同走共富路”银晖书画展开展

“咚—哒—咚咚哒……”9月28

日，东宸幼儿园中三班的孩子们穿

着各式少数民族服装，欢快地跳着

竹竿舞，这是“萌娃游中国”的云南

站点。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祖国的大好

河山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在国庆节来

临之际，幼儿园开展了“中国娃”的主

题活动。北京天安门、景德镇青花

瓷、四川火锅、浙江越剧……一个个

充满地方特色的情境“现身”校园，幼

儿在游玩中打卡“祖国网红点”，认识

祖国大好山河，感悟中国传统文化，

在心中萌发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

记者 杨名 文 白羽 图

萌娃打卡
“游中国”

| 记者 沈烨冰 通讯员 陈丹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县市场

监管局、县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

者假期出游关注疫情防控，合理

选择目的地安全文明出行。旅

游购物注意理性消费，小心提防

“消费刺客”，外出集聚就餐关注

食品安全倡导厉行节约。

疫情防控莫放松：外出旅游

要注意严格按照新冠疫情防控

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和消费。提

前关注目的地疫情信息，选择旅

游景点和出行途径时，尽量选择

市内或者低风险地区出行旅游

线路，切莫冒险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做好自我防护，戴口罩、勤

洗手，测体温、保持距离，主动配

合做好测量体温、查询健康码、

分时限流、保持间距等疫情防控

措施，每3天应自觉完成1次核

酸检测。

小心提防“消费刺客”：广大

消费者应小心提防“消费刺客”

等一系列商家涉嫌价格违法违

规行为。要看清楚价格标签，存

在疑问要大胆询问，或者到收银

台查询价格；不盲目追求高价

“网红”商品，要注重产品本身的

品质和实际的消费需求；若发现

商家存在隐瞒价格、误导消费甚

至价格欺诈等行为，应当据理力

争或在事后及时投诉维权。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庆期

间集聚性外出聚餐较多，建议消

费者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的餐饮店用餐。就餐时提

倡使用“公筷公勺”，点餐时按需

点餐，杜绝浪费，坚决抵制餐饮浪

费行为，提倡厉行节约，践行“光

盘行动”。就餐前确认菜品价格，

核对上菜信息，食用前观察食物

性状，避免误食不新鲜食品。

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国庆期

间，商家打折促销活动增多，消

费者切勿盲目囤货，要理性看

待，依据自身实际需求，不被“促

销”“特价”等宣传噱头冲昏头

脑。建议消费者在明确消费需

求以及充分了解产品真实品质

的情况下再作出购买决策。无

论是线上或是线下的方式，都要

注意向商家索要购物凭证并妥

善保管，网购付款，要注意保留

好付款截图的内容。如遇消费

纠纷，可首先选择自行与经营者

协商解决。如无法达成和解，可

拨打12345热线投诉反映，依法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日上午，下渚湖街道上杨村文化礼堂不时传出欢笑声，村里的老人们吃蛋糕、玩

游戏，开心得像孩子一般。为进一步弘扬敬老、爱老社会风尚，下渚湖街道上杨村举行

“时光不老童心永在”重阳节活动。

记者 蔡俊 图 陈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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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德清县老年活动中心联合清颐老年服务社开展暖心义

诊活动，邀请德清县中医院医师结合当下季节，为老人们普及秋季养生知识，现场提供测量

血压、健康理疗等服务，在饮食、运动、家庭用药等方面给予科学指导，让老人们深切感受到

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记者 蔡俊

相关部门发布国庆假期消费提示

“秋老虎”“冷空气”双双发威
| 记者 谢晓天

一转眼已到9月底，桂花的

香气也开始弥漫起来。本周的

前几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让天

气有了明显凉意，很多人穿上了

外套，也在想是不是真正的秋天

到来了？然而，受“副高”的影

响，“秋老虎”要上线了。国庆前

期浙江将会出现大范围高温天

气，而且不少地方还会打破当地

10月日最高气温纪录。

国庆假期第一天（10 月 1

日），副热带高压继续发威，强度

堪比盛夏时节，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区域全部被“副高”覆盖，名副

其实的“秋老虎”发威。据德清

县气象台发布预报称：我县10

月1日~3日最高气温都在35℃

以上。到了4日，由于冷空气来

袭，最高气温会降至 26℃左

右。5、6、7日气温又会持续走

低，最高气温将骤降至20℃以

下，还将偶尔伴随着阵雨天气。

德清县气象台9月29日16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9月30日

（周五）多云到晴，21~32℃，东

南风2到3级；10月1日(周六)晴

到多云，22~35℃，东南风3级；2

日(周日)晴到多云，24~36℃，偏

南风3级；3日(周一)晴到多云，

25~37℃，偏南风3级；4日(周

二)多云转阴有阵雨，19~26℃，

偏北风5~6级阵风7级；5日(周

三)阴天，有时有小雨，17~20℃，

偏北风3~4级；6日(周四)阴有时

有小雨，16~18℃，东北风3~4

级；7日(周五)阴有雨，15~18℃，

东北风3~4级。

国庆假期，很多人有出游的

打算，七天的假期温差不小，出

门游玩要记得备好外套，适时增

减衣物。晴朗高温天气紫外线

等级高，提醒市民出门要注意防

晒，特别是中午等紫外线指数高

的时段，还是要使用太阳镜、防

晒霜、防晒帽、防晒衣等防晒用

品。国庆假期及前后，人员流动

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加大，节假

日期间跨区域流动易增加感染

风险，倡导广大居民群众国庆假

期尽量本地就地过节，如外出务

必做好个人防护和自我健康监

测，进入公共场所落实“两扫一

测”，做到戴口罩、勤洗手、勤通

风、少串门、不聚集，保持1米线

社交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