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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周 周 一 至 周
五，萧山日报的“公
益”版会如约与读者
见面。在这个特定的
版面里，任何和萧山
有关的公益故事都将
被一一呈现。

我们将报道有意
义的公益行动，推广公
益做法，当然也会报道
有爱的萧山人、新萧山
人。我们还将联合志
愿队伍，共同策划、发
动公益行动，关爱那些
需要被关爱的人。

“萧报公益”形象代言人“萧暖暖”

萧萧暖暖

公益正能量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8月7日 9∶00-17∶30停110KV永
丰变青龙508线三联村2#变高压开关：河
庄街道三联村（2#变）一带；9∶30-17∶30
停110KV前进变外九974线东海村9#变
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海村（9#变）一带；9
∶00-17∶30停110KV前进变梅海975线
东海村2#变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海村
（2#变）一带。

8月8日 9∶00-17∶30停110KV前
进变外九974线东海村6#变高压开关：新
湾街道东海村（6#变）一带；9∶30-17∶30
停110KV新湾变益农462线共裕村4#变
高压开关：新湾街道共裕村（4#变）一带。

8月9日 9∶00-17∶30停110KV永
丰变青龙508线三联村6#变高压开关：河
庄街道三联村（6#变）一带；9∶30-17∶30
停110KV前进变外九974线东海村5#变
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海村（5#变）一带；9
∶00-19∶30停 110KV河庄变潮闻0361
线塘峰站（1#母分-2#母分）、110KV永丰
变青龙 508 线 2424：河庄街道三联村

（6#、9#变）、百合房地产（一）、钱塘江灌
区（五）、创高农业、百合房地产（二）、洋燕
农庄、钱塘江灌区（七）一带。

8月 10日 9∶00-17∶30停 110KV
启江变围中0313A线江围村2#变高压开
关：河庄街道江围村（2#变）一带；9∶
30-17∶30停110KV前进变外九974线
东海村4#变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海村
（4#变）一带；9∶00-17∶30停 110KV新
湾变益农462线共裕村7#变高压开关：新
湾街道共裕村（7#变）一带。

8月 11日 9∶00-17∶30停 110KV
永丰变钱印0509线新东村3#变高压开
关：河庄街道新东村（3#变）一带；9∶
30-17∶30停110KV前进变外九974线
东梅村1#变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梅村
（1#变）一带；9∶00-17∶30停 110KV新
湾变益农462线共裕村5#变高压开关：新
湾街道共裕村（5#变）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8 月 7 日 8∶30-17∶30 停 城 一
A594线东站II开G15污水处理：城厢街

道萧山污水处理、萧山区农业技术学校及
其周边一带；8∶30-17∶30停广电C114
线广电开G13广电分线：城厢街道萧山中
学、广播电视局、萧山技工学校、萧山区农
业技术学校、自来水直属安装队及其周边
一带；6∶30-17∶30停河口C160线01#杆
(河口C1601开关)：义桥镇复兴村，珂伞伞
业,萧山潘峰塑化、萧山侨美布业织造厂、
双锦科技、双锦布艺、更新通讯设备制造、
赛纺复合面料、振龙塑料厂、朱村桥木器
厂、许贤河口塑料制品厂、心滢塑料五金、
凯欣塑料五金厂、萧山污水处理（大石盖）、
蓝达(杭州)办公设备、朱村桥塑料五金厂、
江南变速操纵器厂、义桥镇人民政府（河口
机埠、河口排灌站）等一带；6∶30-17∶30
停秋岭C177线01#杆(秋岭C1771开关)：
义桥镇七里店、升光村、奥博康体育用品、
浙迪机械工具、中强建筑粘合剂、耐帆实
业、塘坞五金机械配件厂、科宇塑料制品
厂、东福源旅游开发、恒峰铸造机械厂、奇
顺金属制品、帆云汽车部件、中铁二十四局
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杭黄铁路站前III标项
目一分部、庞大农业开发、三园塑料材料、

联宏化纤纺织、精利汽车零部件、富联塑
料、垚阳木业、城源电力承装工程杭州萧
山分公司、汉丰工具、湘工工量具、永越包
装材料、伟依发电设备、华鑫曲轴铸造、龙
伟竹木地板厂、星马汽车零部件、斯诺曼
车圈等一带；6∶30-17∶30停佛山C170
线02#杆(佛山C1701开关)：义桥镇春帆
机电、琪亚塑料包装、汉忠五金机械制造、
康乐塑料制品厂、玉云塑料五金厂、伟波
实业、杰达摩擦材料等一带；6∶30-17∶30
停五星 C163 线 01#杆（五星 C1631 开
关）：义桥镇丁家庄、罗幕村、徐童山下、邵
凯西子塑料五金、义桥镇浦阳江砂石场、
浦旺物流、振英五金塑料、美信装饰布厂、
荣丽布艺、康升预制构件、丰收粮油专业
合作社、义桥镇人民政府（白马闸机埠）、
积堰山电力排灌站（白马闸机埠）、光大金
属制品、宋家织造、丹丹布艺织造、双建轧
辊模具、同昌金属制品等一带。

8月8日 6∶00-12∶00停岩峰360
线龙虎村5#变；南阳街道龙虎行政村13
组一带。

8月9日 6∶00-12∶00停神龙362

线龙虎村7#变：南阳街道龙虎行政村8组
一带；6∶00-12∶00停勤联A461线庆丰
村6#变：党湾镇庆丰村1组.2组.3组一
带；6∶30-12∶30停安山A526线 36#杆
（安山A5262开关）：浦阳镇径游村，安山
村，双佳纸盒包装厂，弘杰鞋业，中浦鞋
业，浦阳塑胶绝缘材料厂，丰伟鞋业，双金
鞋业等一带。

8月10日 6∶00-12∶00停神龙362
线龙虎村8#变：南阳街道龙虎行政村5组
一带；6∶00-12∶00停仁德A342线安澜桥
村7#变：靖江街道安澜路、靖江一小一带。

8 月 11 日 6∶30-12∶30 停成漾
A573线04#杆后段线路：衙前项漾村、金
亦源不锈钢、达沃斯针纺、佳裕化纤布厂、
晨业来服饰绣品、晟漾纺织厂、愉友纺织、
建栋实业、壮大纱业及其周边一带。

8 月 12 日 6∶00-12∶00 停黎明
A338线黎明村7#变：靖江街道安澜路、
后街、黎明村十二组、靖江职高一带。

8 月 13 日 6∶00-12∶00 停仁德
A342线安澜桥村5#变：靖江街道文化
路、靖南村1、2组一带。

■记者 项亚琼

盛夏时节，只有当台风影响时，天
气才会稍微凉快一点。在连续经历了
18个高温天后，昨天午后一阵痛快的阵
雨，给火热的萧然大地浇了盆冷水降降
温，再配以时而吹来的偏东风，给了高
温当头一棒。带来短暂清凉“福利”背
后，不得不提9号台风“纳沙”和10号台
风“海棠”的外围影响。

台风带来短暂清凉

或许是因为热得太久了，在高温中
煎熬的我们，这次对台风充满期待，希
望它能打断高温，送些清凉来。

来自区气象台的消息，昨天14时第
9号台风“纳沙”已在福建省尤溪县境内
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纳沙”将在原地
回旋少动，强度逐渐减弱。第10号台风

“海棠”（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昨天16时
位于距离台湾地区鹅銮鼻偏西方向55
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
级（23 米/秒），预计“海棠”将以每小时

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
度将有所加强。受双台风外围影响，今
明两天我区将多阵雨或雷雨，美妙的
是，今明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只有33℃，
一直以来酷热的天气有所缓解。

有人说，台风是一个有两面性的家
伙，很难定义它的好坏。从大的方面
说，地球上不能少了台风，台风能给内
陆地区送去充沛的淡水，驱散靠近赤道
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热量，巨大的能
量流动使地球保持着热平衡，使人类能
安居乐业，生生不息。同时，台风的危
害也很大，狂风暴雨，往往会对某一些
地方造成致命的灾害。

另外，从小一点的方面说，台风在
某地蛮横前行时，能影响天气格局，让
另一些地方享受到台风送去的清凉风
雨。我们希望台风在为我们送来清凉
的同时，也不要对其他地方造成灾害。

台风过后高温重启

台风总是“来匆匆 去匆匆”，据区
气象台预测，从8月2日开始，两个台风

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接下来高温还
会再回来吗？事实恐怕是台风一走，副
热带高压一秒钟都不耽误，马上就会气
势汹汹地“杀”回来了。

当然，历经一番厮杀，副热带高压
也需要休养生息。预计8月2日—5日，
我区最高气温，基本在35℃—36℃，算
是几个不太暴躁的“高温天”。要知道，
现在可还处于三伏天，一直凉爽几乎不
可能，8月上旬本来就是最热的阶段。

今年三伏天共 40 天，中伏有 20
天。虽然气象上没有统计过初伏、中
伏、末伏到底哪个最热，但中伏肯定不
会是其中最风轻云淡的那个。

“忆初中伏时，怫郁炎气升”，宋朝
诗人曾巩在《苦热》里说，中伏时，能热
到“草木恐焚燎，窗扉似炊蒸”。可见，
热依然是这一阶段天气的主题。不过，
大热天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活色生
香。中伏，民间有一个传统习俗——吃
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
蛋”，伏天这道食谱流传已久。其中，据
说中伏吃面的习俗，早在三国时期就有
了，至今北方还有吃“二伏面”的习惯。

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微信

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新浪微博

久旱逢甘霖，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影响，副热带高压减弱，昨日萧山高温有所缓解。 通讯员 傅灿良 摄

■见习记者 蒋祺阗

本报讯 7月 29日上午，一批价
值66万元的学习物资从萧山区人才
市场大楼装车出发，运往新疆阿克苏
市多浪街道第一幼儿园。这标志着
2017第一季“多浪公益行动”物资采
购工作圆满完成。

据悉，2017第一季“多浪公益行
动”由杭州日报社、杭州市援疆指挥
部、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励基金会、浙
江省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等单位于
2017年6月下旬联合发起，旨在捐助
杭州市援建项目——阿克苏市多浪街
道第一幼儿园及当地的贫困家庭儿
童。截至目前，已募得善款数超过53
万元，同时还募得价值22多万元的冬
装、价值近3万元的图书、价值近10万
元的户外游乐器械、价值近4万元的
文具用品等，募集善款和物资总价值
近100万元。于7月29日上午免费发
往阿克苏的价值66万元的物资，计划
将于8月10日前送达。

据主办方介绍，按照计划，2017
第一季“多浪公益行动”结束后，杭州
日报社、杭州市援疆指挥部等单位还
将牵头开始策划第二季行动。主办方
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能够把“多
浪行动”做成杭州援疆的品牌公益活
动，持续不断地为阿克苏教育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钱英

本报讯 出门在外，难免遇到一
些麻烦，此时若有陌生人伸出援手，相
信总会让你我备感温暖。7月28日中
午，萧山汽车总站内，一位绍兴籍旅客
乘坐绍兴至萧山的客车到站后，突然
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在下客处的长椅
上休息。

站内下客处人来人往，平时也有
不少旅客坐在长椅上休息，刚开始安
保人员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名旅客。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该旅客在休息调
整后身体不适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不停冒虚汗。旅客长时间休息也
引起了安保人员的关注，主动上前询
问情况。

面对安保人员的关心，旅客断断
续续地说自己可能是急性肠胃炎发
作，疼痛难忍需要上医院。按平时的
演练程序，第一时间拨打120，等救护
车到后再送往医院救治，可这样一来
时间上肯定会有所耽搁。

考虑到病情紧急，时间就是生命，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保安队长孙红一
面加派人手看着患病旅客，一面从行
李托运部借来了平板推车，搀扶其坐
上推车后直奔附近的区中医院。到达
医院后，孙红向护士简单介绍了下情
况，并再三询问旅客是否需要陪同。
看到对方经救治身体已无大碍，安保
人员才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赵宇君

本报讯 “敲敲门，聊聊天，走进敬
老院”一直是敬老志愿服务总队最重要
的品牌活动。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一起
走进敬老院，与老人们聊聊天，帮老人
们修剪指甲、理发，为老人们带去力所
能及的帮助。

敬老志愿服务总队以瓜沥镇为圆
心，平均每个月都会走访一个敬老院。
这不，近日，志愿者们头顶着烈日又出
发了。这次，敬老志愿队的70余名志愿
者来到义蓬敬老院，开展了一上午的志

愿服务。
志愿者向老人们送上了风油精等

夏令用品，还带去了水果消暑。志愿者
们一到敬老院就忙开了，有的帮忙打扫
卫生，有的帮老人理发，还有的帮老人
修剪指甲，忙得不亦乐乎。暖心的服务
让现场气氛其乐融融，为老人们单调的
生活带去了欢笑。

放暑假了，孩子们有了更多属于自
己的时间。小小志愿者们热情高涨，跟
着大人们来参与公益活动。别看小家
伙们年纪虽小，但个个干劲十足，在家
长的陪同下，有的拿着钳子，有的拿着

垃圾袋，帮敬老院搞起卫生来。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奋战，绿化带和道路两边的
杂物和废弃的烟头、白色垃圾等都被小
志愿者们清理得干干净净。

“公益活动带着孩子来参加，一方
面培养了孩子的爱心，另一方面也想通
过活动让孩子得到锻炼。”不少家长表
示。而敬老院中的老人，看到有小志愿
者来服务也显得特别开心，活动在欢声
笑语中结束。

台风带来风雨高温暂缓
台风过后晴热或将继续

敲敲门聊聊天 志愿者走进义蓬敬老院

“多浪公益行动”
援疆物资发车

旅客身体不适
长运员工伸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