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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运动跑
趣味新分类

通讯员 马程亮 卜祥录

本报讯 小张和小徐是一对情侣。

11月 19日凌晨，小徐和朋友聚会喝酒

后，开车带着小张回家途中发生口角，

面对民警两人来了个“相互伤害”。

当天凌晨，小徐和朋友在 KTV喝

了 20多瓶啤酒后，开车接上男朋友小

张回家，回家途中两人在车里因琐事发

生口角，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激烈，情

绪激动的小徐将车停在天目路延伸段

的路边，下车后两人继续争吵，小徐上

前打了小张一巴掌，小张随即拨打报警

电话。

锦城派出所民警周昊赶到现场后，

开始询问双方，不料一股酒气扑面而

来。小张还在气头上，毫不遮掩地说道：

“她动手打我，还酒驾！”

“让他去验伤，他一直无证驾驶！还

把我的车开到沟里！”小徐也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

民警一番劝说后，这对小情侣慢慢

冷静了下来，表示不追究对方打骂的行

为。但是涉嫌酒后驾驶和无证的行为，

还是要依法调查处理。交警锦城中队民

警到达现场后，对小徐进行酒精检测，

小 徐 呼 吸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为

20mg/100ml，达到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标准。交警对小徐举报男友小张无证驾

驶的行为进行调查，确认男子小张存在

多次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最后，民警

依法对小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作出暂扣驾驶证 6个月，记 12分，罚款

1500元的处罚。小徐因将机动车交由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小张驾驶，并处

罚款 1000元。小张因无证驾驶被处以

行政拘留 7日，罚款 1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醒：

酒后驾驶、无证驾驶都是严重的交

通违法行为，小情侣因一时赌气相互伤

害，但设想如果两人相互包庇对方违

法，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追悔莫

及！

“她酒驾！”“他无证驾驶！”

这对小情侣酒后发生口角互相举报 结果双双被罚

记者 穆宇鸿

本报讯 冬季来临，新冠病毒又将

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随之必备的核酸

检测也成为常见的检查项目。目前，我

区共有四家医院和区综合服务点万锦

大酒店可以做新冠病毒核酸采样检测，

这些检测点针对不同人群，也承担着不

同功能。

作为核酸检测定点医院之一的区

第一人民医院，设有三个核酸采样点，

负责三类人群的核酸检测。医务人员采

样点负责医院内员工和陪护工的核酸

检测；非发热患者采样点主要针对住院

患者、低风险地区无呼吸道症状人群和

应检尽检人员的采样；另外发热门诊内

主要针对发热患者的采样点。

区第一人民医院院感科负责人告

诉记者，非发热患者采样点和发热患者

采样点都是 24小时运行，不同的是，发

热门诊区域采取闭环管理，患者需等待

核酸检测报告出来后才能离开医院，而

非发热患者采样点，持绿码才能进行核

酸采样。近期，随着杭州本土病例的出

现，需要检测人群的增多，为了减少人

员流动，区第一人民医院特意将非发热

患者采样点设置在空旷的急诊大楼前，

目前，该医院日均核酸检测达 1200人

次左右。

除了区第一人民医院外，区中医院

（区第二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原

於潜人民医院)和第四人民医院（原昌

化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设置的核酸检测

点都是 24小时采样，而区中医院、第三

人民医院和第四人民医院的非发热门

诊的核酸采样时间为上午 8点 -11点

半，下午 1点半 -下午 5点。

据悉，四家医共体承担呼吸道症状

发热病人和普通人群以及低风险地区无

呼吸道症状人群的检测，万锦服务点主

要承担中高风险地区应检尽检人员的检

测，各检测点出现疑似样本后，则转至区

疾控中心实验室待做进一步核查。

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

底，我区提升改造了区疾控中心加强型

P2实验室，这是目前杭州区县内最先

进的新冠检测实验室，承担着疑似病

例、密接和次密接重点人群的检测，以

及几家医共体医院疑似样本的复核。实

验室内不仅实现了全程监控、可视化操

作，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自控系统还可

以对室内的压力、温度、湿度进行控制。

温馨提示：

1.做核酸检测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
证。

2.采样前 2小时请勿进食，采样前
30分钟请勿吸烟、饮酒、咀嚼口香糖。

3.请前去检测的人员务必做好个人
健康防护，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避免聚集，自觉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
离。

4.准备好健康码，配合工作人员查
验、检测体温；返家后，及时做好清洁消

毒工作。

临安核酸检测去哪儿做？

四家医院和区综合服务点万锦大酒店可做核酸采样检测

记者 蒋玉红

本报讯 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园生

活，尊重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青山

湖科技城育才小学推出了“1+X”课

程体系，以学科作业辅导结合技能素

质培养的方式，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

的平台。

日前，记者走进青山湖科技城育

才小学，远远就能听见孩子们动听的

歌声，这是孩子们正在开展课后自选

的合唱活动。据悉，除了合唱以外，

其他教室还在芭蕾、篮球等课程，多

样化的课后服务项目，让孩子们在强

身健体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艺术情操。

据了解，“双减”之下，为了让

课后服务“创优提味”，学校结合现有

的课程资源和服务能力，以“1+X”

课程体系为主，设计了多元化的课后

服务项目。学生华宸极平时喜欢打篮

球，学校推出“1+X”课程体系后，

他立刻报名参加了校篮球队。“现在

学校里的作业少了， 就有更多的时间

打篮球。”华宸极告诉记者，参加校篮

球队之后，他越来越喜欢篮球运动了。

“‘1+X’课程体系涵盖科技探究、

艺术熏陶、户外技能等 5个大类 58个

项目，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

行选择，走进自己喜欢的课堂。”青山

湖科技城育才小学师生发展中心主任

殷丹靖介绍，学校对此外聘了专业老

师，进校园为学生提供多种课程服务，

下一步将会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更多

的课程，让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育才小学：“1+X”课程开启课后美好时光
5大类 58个项目供学生选择

近日，於潜二小组织学生在耕织小镇

村落景区开展“农耕运动跑 趣味新分类”

为主题的垃圾分类活动。活动以农耕运动

跑的形式，在途中穿插 6个垃圾分类闯关

游戏，掀起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记者 金凯华 摄

通讯员 帅位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

大部队官兵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引导部队官兵尊法、学

法、用法、守法。11月 30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

“宪法进军营”主题活动。

活动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向驻临某部队、消

防救援大队和军休所赠送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保障法》等法律书籍，并现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展开了交流。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相关负责人针对部队提出的安置就业、拥军优抚等问题，

现场进行答疑解惑，解读了当前各项政策规定。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官兵对相关法律和

条例的了解，增进了部队官兵法治观念和依法维权能力，促

进了法治军营建设，有力地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增

进了军民鱼水情谊。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宪法进军营”活动

记者 许小平 见习记者 吕静怡

本报讯 日前，由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举办的书画巡回展

在湍口镇迎丰村拉开帷幕，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蕴含

了老年学员对新时代艺术的追求和爱国情怀。

此次书画展共展出书法、绘画作品 80余幅。书法作品

笔墨酣畅淋漓、气韵生动。绘画作品中有花鸟、山水、人物等

题材，大多都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展现祖

国繁荣发展的辉煌成就，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这次书画巡回展的第一站在迎丰村国学馆举办，吸引

了当地很多书画爱好者前来交流学习，并现场创作。据了

解，国学馆今年四月份建成以来，已承办了多种形式的文体

活动，也为村民提供了一个业余学习的场地，极大地丰富了

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徐玉文介绍，接下去，区老年

书画研究会还将到於潜镇、潜川镇等地举办书画展，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书画作品，同时让老年学员们在生

机盎然的农村进行创作写生，通过书画作品陶冶情操，抒发

爱国情怀。

书画送下乡 文化暖人心

兹有临安农商银行龙岗支行综合楼工程，本工程项

目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工程内容含建筑工程、安

装工程、室外市政工程以及绿化工程，预算造价

7901831元。

现拟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工程承包商。资

质要求：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承

担过 700万及以上的公建项目或银行项目的临安本地

企业。望符合上述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如有意向，请向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公司相关材

料。

公示时间：

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2日

报名时间：

2021年 11月 30 —2021年 12月 6日 16时

报名地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 821号

708办公室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梅先生 13968020179

关于临安农商银行龙岗支行综合楼
工程招标的意向公示

某男婴，2021年 7月 9日出生（暂估），

2021年 10月 17日在临安区荣华塑服有限

公司路上被捡拾。请以上弃婴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到临安区民政

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联系电话：63817297。

弃婴公告

临安区民政局
2021年 12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