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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7月24日 9∶00-17∶30停110KV
白浪变后埠A38A线后埠头村5#变高压
开关：义蓬街道后埠头村（5#变）一带；9∶
00-17∶30停110KV河庄变蜀南345线
河庄营业所2#变高压开关：河庄街道河
庄营业所一带；9∶00-19∶30停110KV长
征变长厅056线43/39#杆开关-五南967
线97#杆开关：瓜沥镇低田畈村（二）、衙
前新搪垦种、衙前镇项漾村垦种、来苏垦
种、衙前镇项漾村（围垦）、新塘街道办事
处、新塘街道办(垦种)、裘江垦种、一千亩
牧场、钱塘水产、伟林农业开发、谷丰农
业、永兴养殖、吉天农业（四）、吉天农业
（十六）、红垦养殖、沿江蔬菜一带。

7月25日 9∶00-17∶30停110KV
白浪变后埠A38A线后埠头村7#变高压
开关：义蓬街道后埠头村（7#变）一带；9∶
00-17∶30停110KV河庄变向公347线
向公村6#变高压开关：河庄街道向公村
村（6#变）一带；9∶00-19∶30停110KV前
进变前染963线104#杆：新湾街道东升
村（6#变、4#变）一带。

7月26日 9∶00-17∶30停110KV
河庄变新河352线新和村2#变高压开关：
河庄街道新和村（2#变）一带；9∶00-17∶
30停110KV启江变围中0313A线围中
村14#变高压开关、围中村7#变低压开
关：河庄街道围中村（7#变）一带；9∶
00-17∶30停110KV启江变启鸿314线
防建站围四线195#杆开关：河庄街道新
围村（11#变）一带。

7月27日 9∶00-17∶30停110KV
河庄变新河352线新和村3#变高压开关：

河庄街道新和村（3#变）一带；9∶00-19∶
30 停 110KV 长征变新潮 053 线（119/
31#-119/49/03#）：萧农对外综合开发区
（七）、捷丰环保技术工程、吉天农业、萧山
牛奶、吉天农业（十八）、钱塘江灌区（六）；
9∶00-17∶30停 110KV河庄变蜀南354
线同一（1）分线01#杆开关：河庄街道同
一村（14#变）一带。

7月28日 9∶00-19∶30停2016年
河庄街道低压开关柜更换改造三期工程
（城北）新和村7#变低压屏更换：河庄街
道新和村（7#变）一带；9∶00-19∶30停
2016年新湾街道低压开关柜更换改造五
期工程（丰安）东庄村6#变低压屏更换：
新湾街道东庄村（6#变）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7 月 24 日 7∶30-17∶30 停风情
C290线桃源开G13桃临分线：闻堰街道
老虎洞村一带；7∶30-17∶30 停夏山
C258线山联村14#变A路、B路开关：所
前镇山联村夏山埭自然村西一带；7∶
25-13∶25停奇观A148线05#杆奇观分
线开关：党湾中沙村、张潭村、梅林村及
申盛建筑工程、鸿运纺织、妙纺纺织、鸿
光布业、党山百兴五金机械厂、卓有化
纤、党山初级中学、萧山污水处理、雅斯
尼卫浴洁具厂、奇观铸造、奇观机电、华
迪机械、云邦化纤、英联洁具设备、淮海
纺织厂、顶峰服饰、富知源机械设备、顺
和轨道交通新材料一带；7∶00-18∶00停
越富152线甘露村6#变：靖江街道甘露
村6组、12组横湾前一带。

7 月 25 日 7∶30-17∶30 停来苏

C426线09#杆-57#杆：蜀山街道办事处、
光耀镜湖实业、铁路建设工程、众安房地
产开发、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
处、萧山城区建设（广乐安置房）、北辰置
业及其周边一带；7∶30-17∶30 停夏山
C258线山联村9#变A路、B路：所前镇
山联村夏山埭自然村一带；7∶00-18∶00
停同昌365线永利村8#变：南阳街道永
利行政村5组一带；7∶00-18∶00停永盛
A323线黎明村1#变：靖江街道黎明社区
二组南片一带；7∶00-18∶00 停仁德
A342线安澜桥村8#变：靖江街道靖江殿
路一带；7∶00-18∶00停张金C154线甘
露村8#变：靖江街道甘露村三组、十五组
一带；7∶30-17∶30停张坛A145线中沙
村4#变：瓜沥镇（党山片）中沙村二十、二
十一组一带。

7 月 26 日 7∶30-17∶30 停夏山
C258线山联村1#变：所前镇山联村夏山
埭自然村篮球场旁一带；7∶30-17∶30停
夏山C258线山联村12#变A路、B路：所
前镇山联村夏山埭自然村渔家埭一带；7∶
00-18∶00停龙虎C704线永利村10#变：
南阳街道永利行政村1组一带；7∶00-18
∶00停黎明A338线黎明村10#变：靖江
街道黎明社区九组一带；7∶00-18∶00停
黎明A338线安澜桥村9#变：靖江街道靖
南村4组、22组一带；7∶00-18∶00停张
金C154线甘露村9#变：靖江街道甘露村
一组老街一带；7∶30-17∶30 停中沙
A147线中沙村6#变：瓜沥镇（党山片）中
沙村三组一带。

7 月 27 日 7∶30-17∶30 停涝湖
C627线08#杆东涝C6272开关-涝湖开
G11东涝C627线：新塘街道涝湖村、姑娘

桥村、联邦机电物资、盛耀电池、萧山环宇
塑料容器、萧山特殊钢、浙江萧山医院、萧
山萧东医院、萧山管道物资、新塘姑娘桥
村经济联合社、新塘信友羽毛厂、卓晟资
产管理、建利车辆配件厂、康乐生物制品、
天宇化工、品尚塑料制品、万宇热处理、万
兴旅游汽车、万丰机电设备厂及其周边一
带；7∶30-17∶30停夏山C258线山联村
4#变：所前镇山联村池头沈自然村一带；7
∶00-18∶00停全兴141线甘露村12#变：
靖江街道甘露村十三组一带；7∶00-17∶
00停盈湖A358线116#杆（盈湖A358线
盈湖三段分线开关）：进化镇天乐村，华家
垫村，吉山村，太平桥村，东山村，进化肇
家桥石料厂，振兴畜业科技服务中心，恒
业冷拉型钢厂，冯澄五金，杭申市政配套
设施，惠豪机械，鼎牛锻造等一带。

7 月 28 日 7∶00-18∶00 停黎明
A338线靖港村17#变：靖江街道靖港村
19组戚绍化工厂周围一带；7∶00-18∶00
停越富C152线甘露村19#变：靖江街道
甘露村新农村一带；7∶30-17∶30停桑园
C168线01#杆（桑园C1681开关）：义桥
镇田丰村、蛟山村、龙征机械、澳赛柯塑料
管业、九康医药、汉邦机电、新丰食品、新
雅达布艺、涛越布艺、腾达五金、展翅交通
设施工程、小松五金工具、华杰摩擦材料、
许贤机械配件厂、八达汽车零部件、琳达
汽配、龙泰织造、吉祥金属制品厂、斯达利
工具、凯达五金工具、康达工具、州陈达织
造、博亚纺织机械、中飞车业、盈谷实业、
竞业纺织整理等一带。

7 月 29 日 7∶25-13∶25 停瓜港
A078线沙建开G16鑫福分线：瓜沥镇
（坎山片）工农村、张神殿村及车辆综合性

能检测、萧山污水处理、瓜沥镇人民政府、
正丰机械、旭美绣品、天马化工一带；7∶
00-18∶00停黎明A338线黎明村7#变：
靖江街道安澜路、后街、黎明村12组、靖
江职高一带；7∶30-12∶30停勤联A461
线长北村4#变 ：益农镇长北村11组一
带；12∶30-17∶30停勤联A461线长北村
10#变：益农镇长北村 15 组一带；7∶
00-17∶00 停永兴 C641 线 02#杆(永兴
C6411开关)：临浦镇占家埭村，香格名
苑，戴村镇郁家山下村，利成机械热处理,
光明石料厂,大庄机械配件厂,前丰投资
管理,鸿哥实业,永达木业,三昊日用品,
临浦镇初级中学,宁远实业,大彩绗缝制
品,丰晟机械配件,广和化工,光大煤炭物
资,晟丰土石方工程,中翔叉车制造,泰宏
五金工具等一带；7∶00-17∶00停潼江
C632线02#杆(潼江C6321开关)：临浦镇
南江村，新港村，临一村，浦二村，祥发工
艺鞋厂,前进皮革纸业机械,临浦镇人民
政府（下桥机埠\丛塘),梦杰电器厂,天一
化工,华明淀粉,萧山区公路管理处,中石
化碧辟(浙江)石油杭州分公司,友龙实业,
临浦冷拉型钢,临浦农村信用社,欧邦照
明电器,三通水泥制品厂,浦南潼江砖厂,
潼江化工厂,旭日染整机械,华利铸造,临
浦镇装饰装璜五金厂,悍马涂料玻璃,格
兰多铝业,方兴种猪,临浦生生电炉厂,傅
氏机械铸造厂,敏仪塑料制品,环链机械
等一带。

7 月 30 日 7∶00-18∶00 停黎明
A338线黎明村9#变：靖江街道黎明村8
组村委附近一带；7∶00-18∶00停仁德
A342线安澜桥村5#变：靖江街道文化
路、靖南村一组、二组一带。

■文/图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沃宏英 任方圆

每周二的上午，在休博园社区的小教
室，总有一批可爱的孩子们在无偿付出的
家长引导下，开心地上着家长们自主设计
的各种免费课程，记者来到小教室的那天
刚好碰到来自英国的Matthew爸爸在上
课，他将游戏、道具、互动与肢体语言结
合，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课程中边玩边
学英语单词与对话。

孩子的友谊，“催生”亲子俱乐部

Matthew爸爸一家是休博园社区的
居民，通过儿子Matthew结伴玩耍的小
伙伴，一家人结识了社区内的几位好邻
居，孩子们成为朋友后，孩子们的妈妈也
由此成为好友，由于社区内缺少亲子活动
的平台与早教、幼教机构，不少学龄前幼

儿都没有学习与玩耍的场所可去，可乐
妈、诺诺妈、小溪妈、Matthew妈这4位妈
妈在空余时间，她们就想如何组建免费的
课程与活动，以适合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们活动。这不仅让自己孩子参与进来，也
让社区内外更多的孩子们都加入。她们
说，当初想得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们
更加健康、不受束缚，快乐地成长与学习。

4位妈妈与社区沟通这个想法时，社区
非常欢迎与支持她们，场地与教室的布置
经费由社区支持承担，而活动与课程的设
计与策划、上课教学材料则由她们负责。

从那以后，她们4人根据自身的擅长
与资源把工作分工，Matthew妈负责师资
接洽，诺诺妈负责财务，可乐妈负责教具
或材料采购，小溪妈负责内勤。

她们分工明确后，试着把手工课、国
学课、英语课一一开展了起来，到如今课
程因为孩子们人数太多而增加至每周二
与周五两次，“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孩
子们上课的人数不能超过10人，不然注意
力与教学互动效果会大打折扣，”可乐妈
告诉记者，“现在不只是本社区的孩子参
加了报名，外来社区的孩子们也越来越
多，先报满的10个孩子可以在周二先上
课，余下来的孩子可以在周五加课。”

家长轮流为孩子上课

在4位妈妈的合力下，不仅课程设计

有趣，还把其他家长也吸引来了，大家自
愿无偿轮流为孩子们设计与主讲课程，

“因为每个孩子的父母都是孩子的启蒙老
师，每位父母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其
实可以借鉴给别的家庭，让其他孩子也来
听一听、学一学”。可乐妈说出自己的感
受，如今孩子们的俱乐部开课时家长们也
有参与的任务，每一堂课轮流由一位家长
免费主讲、两位家长辅助负责卫生与整
洁，让孩子结合课程与言传身教，这也让
所有参与到活动中来的家长们非常认可。

现在，课程也呈现出多样化与趣味
性，主讲的课程也经常会征求家长们的意
见，为此4位妈妈也组建了名为“威尼斯
水城儿童活动群”微信群，在群里会探讨
课程或者创新活动，慢慢地有更多的家长
自己主动来报名参与主讲，帮助这4位妈
妈开展更为丰富多彩的活动。

就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群里的妈妈
们策划了唐顿庄园英伦风格的主题创意
活动，有的家长做好了主题海报，有的家
长则帮助可乐妈采购一些英伦风的道具
与装饰品，有的家长则自己动手做了主题
蛋糕，这让孩子与家长着实在唐顿庄园的
英伦风里过了一把瘾。

“现在入群的家长中也有不少专业的
教师、私人医生等，这些资源刚好就可以
开展多元化的主题活动，把中医、保健知
识等引入了孩子们的活动中。接触了这

些新事物，孩子与家长的惊喜总是不断，
我们4个很享受这样的快乐与忙碌。”小溪
妈兴奋地告诉记者。

眼下群里的家长成员早已超过 60
名，在大家群策群力下，嬉水、上课、主题
Party等都在群里不间断地组织并落实，

“哪怕是雨天，我们也不会让孩子无处可

去，我们会策划大家买好雨衣与雨鞋，让
孩子们接触大自然，去踩水、玩水，孩子们
都特别开心。”诺诺妈告诉记者，让孩子充
分享受、体验各种过程，这是让孩子们在
生活情境中学习，说不定对孩子有不一样
的启发。

■见习记者 李小荣 通讯员 高佳伟

本报讯 近日，银河社区开展了夏日送
清凉活动，走访慰问了辖区物业工作人员
及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炎炎夏日，酷暑难当，物业工作人员坚
守在岗位上，十分不容易，社区工作人员特
意为他们送上一份清凉慰问品，表达对他

们的感谢。此外，社区工作人员们借着送
清凉的契机，了解了社区老年人的生活状
况，并嘱咐他们注意防暑，生活中有困难及
时与社区联系。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社会也很关
心我们老年人，感谢他们。”87岁的李大爷
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说。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谭冰茹

本报讯 近日，陈公桥社区开展“传承
好家训，弘扬好家风”美好家庭征集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社区组织全体参与活
动的居民观看“好家风”宣传片，并向参与
家庭广泛征集“我的家风家训故事”。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美好家庭”主要考察家庭

和谐、孝道、劝善、勤俭、诚信、励志、修养等
方面，并能从一件件小事反映一个家庭的
家风。

社区人员说，良好的家风可以影响孩
子的性格、气质、行为习惯、道德品质，。据
悉，社区将在征集活动结束后，统一安排时
间进行评选。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管伟平

本报讯 近日，太平弄社区假日学校特
邀区关工委“五老”讲师团王家安老师给同
学们主讲了一堂主题为“树理想、强信念、
做有志青少年”的教育课程。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
吗？”“你们的理想是什么？”王老师从解释
什么是理想，如何确立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开始娓娓道来，利用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

各种各样古今中外名人的精彩小故事，阐
述了如何强信念、做有志青少年，同时还不
忘告诉大家确立人生目标要符合自身实
际、要善于将人生理想分解循序渐进以及
培养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性等等，令听课
的孩子们受益匪浅。

每逢暑期，太平弄社区都会安排讲师
团课程，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的同时，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为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4位妈妈组建“孩子们的俱乐部”
4位家长们自行设计

课程，轮流给孩子免费上
课，她们还把唐顿庄园等
英伦风格引入亲子活动，
而且都是无偿付出。大
家说：酷毙了！

4位妈妈棒棒的

昨天，高温天气下，市
民“全副武装”出行。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全副武装”

陈公桥社区 开展美好家庭征集活动

太平弄社区 假日学校开展青少年讲座

银河社区 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