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未来一周晴雨相间，其中 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有一
次明显的降雨和降温过程；16日到 17日前期受高空槽和地面波
动影响，阴有雨。 具体预报：
3月 11日（周一）：雨止转阴到多云
3月 12日（周二）：多云
3月 13日（周三）：阴有雨，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
3月 14日（周四）：多云
3月 15日（周五）：多云到阴, 部分地区有阵雨
3月 16日（周六）：阴有雨
3月 17日（周日）：阴有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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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府翠绿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今明
天气

今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 3-4
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19～20℃，明天早晨最低
气温 10～11℃。 武义县气象台发布

找工作，免费学技能，请到人力社保局
培训工种：焊工尧车工尧维修电工尧CAD机械制图员尧

工具钳工尧计算机操作员尧 铣床工尧机械
零件质检员尧种植养殖技术等遥

咨询电话：87623723 87668163 12333

加强气象防灾减灾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武义气象台 3 月 10日 11时发布，气象灾情有奖热线— 87643059。

一周天气展望
（2013年 3月 11日原2013年 3月 17日)

近日 袁 县水务局的
30 多名女干部职工沿着
熟溪骑行袁 向沿溪村民发
放保护母亲河倡议书袁 以
庆祝三八妇女节遥

王彬琳 摄

最美武义人

本报讯 每天早上 7时许，83
岁的贾发根爷爷就在清扫院子和
院外一条 100多米长的小路。
家住溪南街 240 号的贾发

根爷爷是县人大机关退休老干
部，他所住的房子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建造的县委机关宿舍楼。

走进溪南街 240号，院子里
宁静又整洁。在院子外面的小路
口，一群老人正晒着太阳。提起
贾发根爷爷，每个人都说好：“老
贾把我们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
净”、“他吃完早餐就开始打扫
了，每天要扫三四次。”、“他把卫
生搞得这么好，我们坐在这里也
舒服。”、“有时他生病刚输完液，

一回来就打扫了。”、“连负责清
扫该区域的环卫工人也很感激
他，总说每次来都这么干净。”

贾发根爷爷说，自己年龄
大了，这样每天干点活正好能
活动活动筋骨，能为大家服务
很开心。其实贾发根爷爷早在
退休前，便开始了义务清扫，风
雨无阻，至今已有 27年。贾发根
爷爷说，他每天早上 7时多开始
扫一次，中午出去发现有脏东西
再随手捡一下，到了下午 3时多
又全面清扫一次，吃完晚饭后再
出去看一下。环境卫生好了，住
在这里也舒心。

贾发根：义务清扫暖人心
记者朱谢旻见习记者项玲慧

本报讯 3 月 5 日，壶山小
学五年级的 100 多名红领巾环
保志愿者来到熟溪河畔，开展
“保护母亲河”环保行动。

小志愿者们从栖霞桥段开
始，沿着江北河堤顺流而下，
除了清除母亲河堤岸、河滩上
的垃圾外，还分段观测河水，
提取水样，对熟溪的水质情况
和环保现状进行调查。他们利
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对所取水
样进行 PH值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熟溪河水的 PH 值基本在
7-8之间，表明母亲河的水质状
况较好。据悉，他们将写出保
护母亲河调查报告，向全校师

生及家长汇报，呼吁全社会行
动起来，保护母亲河，呵护蓝
天碧水。
据了解，“保护母亲河”

环保行动是壶山小学新学期生
态文明始业教育的内容之一。
新学期开学后，该校针对不同
年段学生，开展菜单式系列生
态文明教育和美丽家乡行动，
在一至三年级学生中开展认识
植物活动，组织四年级学生上
街发放环保资料，进行环保宣
传；组织五年级学生开展保护
母亲河环保行动。下一步，该
校还将组织六年级学生开展田
园绿道远足暨植树绿化活动，
在感受家乡良好生态环境的同
时，用实际行动为美丽家乡增
添绿色。

壶山小学新学期突出生态文明教育

红领巾环保志愿者为母亲河“体检”
通讯员李小波 韩增伟

本报讯 近日，桃溪镇计生办工
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泽村卫生院，
布置春季“三查”工作。据工作人
员介绍，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三
查”工作便开始了。在家的育龄妇
女都比较配合，工作开展起来也较
为顺利，目前已经有 500 多名育龄
妇女参加了“三查”。
一年之计在于春。桃溪镇提早

准备，年前就召开相关工作会议，

要求各村利用春节时期，及时掌握
村育龄妇女特别是返乡育龄妇女的
动态信息，并及时向镇计生办反馈。
为确保通知到位，镇、村计生员通
过发放通知书、黑板报公告、入户
动员、电话通知等多种形式，对
“三查”服务工作的时间、地点及有
关规章制度等进行宣传，努力营造
良好工作氛围，提高广大育龄妇女
参加“三查”的自觉性。

为方便群众，该镇计
生办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开
展“三查”。在“三查”

服务中发现有违法怀孕的，立即实
施补救措施；发现育龄妇女有妇科
疾病的，及时指导治疗；检查后对
育龄妇女分类归档，掌握育龄妇女
的孕情动态。同时，对在外的育龄
妇女，要求其务必在规定期限到当
地的计生部门参加“三查”，确保
春季“三查”工作扎实开展，圆满
结束。

提前准备 温情服务

桃溪镇春季“三查”重早重优
记者 姚妮娜通讯员方红晓

3月 12日，县工商局纪委书记、副局长史若昕、县
工商局消保分局局长陈坚、县工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
长金仁友将做客武义人民广播电台《阳光热线》直播节
目，就消费维权、食品安全等方面内容与听众朋友沟通
交流，欢迎听众朋友届时收听并参与节目。
节目直播时间：10:05———10:35
节目播出频率：FM87.7
收听网址：www.wycntv.com
直播热线：87661234 87661023 QQ：1285782836
重播时间：当天 20:05 FM87.7

武义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热线节目预告

3月 4日，县老年大学学员迎来了 2013春季新学期的第一天。
截至当日下午 4 时，报名的学员达 500 人。本学期老年大

学的课程设置以调节心理、促进养生为主线。同时，还特增了

太极拳这一课程。 渊邹 锋 徐 策冤

本报讯 近日，大溪口乡召开
全乡水务员会议，部署全乡域内水
利工程汛前安全大检查工作。

为做好水利工程汛前安全检查
工作，大溪口乡对乡防汛防旱指
挥小组进行人员调整，建立以乡
长为第一责任人的乡、村两级防
汛体制，并逐级、逐库签订安全
管理责任书，确保全境内的各水

库、山塘责任到人；调整乡、村
两级防汛抢险队伍，并对两级的
通讯、报汛设施和防汛物资进行
盘点，做好人员、物资的双保险，
积极配合完成县防汛防台抗旱工
作和基层防汛体系的建设。

3月 8日，壶山幼儿园开展以“我给妈妈洗洗手”为主题的节日
教育活动。小朋友们通过观看妈妈工作、做家务、照顾自己的视频，
真正理解妈妈的辛劳，并用自己稚嫩的小手为妈妈洗手，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祝妈妈三八妇女节快乐。 渊程王妃冤

近日，县环保局组织全局驾驶员认真学习 2013 年度新交通法
规，以提升驾驶员队伍的综合业务技能。
县环保局组织驾驶员学习了 2013年驾校考核中涉及的安全行车

常识、常见交通标志、驾驶员职业道德、文明驾驶常识、突发交通
情况等方面常识，并对 2013年新交通法规中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记分分值》进行了认真解读。 渊王彬琳 何洪飞冤

本报讯 随着“春耕”的到
来，近日，下杨工商所立足工商职
能，深入开展“红盾护农保春耕”
行动。

一是努力实现农资市场可追溯
监管。积极引导农资经营者完善购
销台账、索证索票等制度，严格执
行“两账两票一书一卡”制度，确
保发生消费纠纷时“有据可查”。
认真规范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监

测，把媒体披露的、群众投诉集中
的、进货渠道不明的农资作为监测
重点，及时开展农资商品抽检、公
布监测结果、发布消费警示。

二是细化落实农资监管责任。
全所辖区划分监管网格 13 个，将
网格内的 33户农资经营者一户不
漏地按网格分配，明确片区监管人
员的具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责任，加
大对假冒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的打
击力度。
三是引导农民群众共同监督。

通过“农业维权、合同帮农”、

“红盾护农”等特色服务活动，下
杨工商所举办现场咨询，并围绕农
资商品真假辨别、消费维权等积极
向农户、经营者宣传，普及农资消
费常识，曝光不合格农资商品，增
强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
维权能力。

县环保局组织驾驶员
学习新交通法规

壶山幼儿园小朋友
“我给妈妈洗洗手”

县老年大学开学了

简讯简讯

下杨工商所“红盾护农保春耕”
通讯员祝冬玲

大溪口乡部署水利工程安全大检查
记者王彬琳通讯员 谢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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