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我县不少网红民宿都已经处
于7天满房的状态，各民宿也
将继续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为游客提供充分的安
全保障。

位于枫林镇的法式田园
风锦里湖西民宿近期迎来了
预订高峰，目前，民宿客房预
订率已达99%，国庆假期只有
10月7日还有空房。“中秋节
后便陆续有顾客过来预订，最近
两天预订电话最多，都是来自温
州各地的市民。”民宿相关负责人
小欧告诉记者，虽然中秋节刚过
去不久，但消费者住民宿过节的
热情却丝毫没有消退，每天都会
有预订电话打来。

“玩了一天还不够，就决定
直接住下来了。”此前来锦里
湖西吃晚餐的市民章先生表

示，这里集吃、玩、住于一体，
收费也合理。“在城市里完全
体验不到这样的风光，同层次
的话感觉这里是非常优质的
民宿，接下来如果还有机会的
话，我们会选择再来。”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
秋日园游的活动，所有消费客
人均可以免费获得游园会入
场券。”小欧表示，园游会集飞
镖、指压板、跳绳、打气球、飞
盘大挑战、草地保龄球、套圈、
旧零食、贩卖布、打卡区等内
容，形式丰富多样，适合家长
和小朋友一起共同体验。

“除了民宿以外，我们这
里的户外烧烤、露营帐篷也很
受欢迎，所以这次国庆推出了
客房+过夜露营套餐。”小欧介
绍，他们的帐篷有自带客厅的
隧道帐，有酷炫的黑化塔账天

幕组合.......不同的搭配可以满
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和体验。

“都说露营是成年人的过家
家，国庆期间，游客们可以跟
好友家人一起亦或带上自己
的小孩，来锦里湖西的田园乡
野间重拾童趣，也是不错的选
择。”

值得一提的是，高人气
下，这里的防疫工作也没有松
懈，游客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
阴性证明，做好体温监测，正
确佩戴口罩。“我们会在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和政策的
情况下，全力为顾客提供令人
满意的服务。”小欧说道。

“慢下来，去生活”——如
果国庆期间想暂别众声喧哗
的都市生活，寻找一个景美人
少的隐舍，卸下身心压力拥抱
自然，那这家坐落在桥下镇郑

山村的锦里云舍客栈可谓是
不错的选择，毗邻郑山茗岙梯
田，在海拔500余米的梯田上，
随处可见秋天的穗儿卷着金
灿灿的美。

“我们民宿崇尚'静'，在这
里可以肆意享受云上梯田的
安逸生活，枕山入眠，云中漫
步。”民宿负责人吴德新表示，
在这里，踏上景观露台，可憩
可赏，倚栏望断山峦壮丽，闲
暇小坐，沏上一壶香茗，也是
无尽的惬意。枕山而眠、隐于
云端的奇妙山居生活吸引了
大批游客。

“白天休闲观稻穗，夜晚
听虫鸣入眠，民宿在梯田之
上、深山之中，古色古香的很
有特色，亲身体验后更觉得不
虚此行。”来自上海的游客对
锦里云舍客栈赞不绝口。

锦里云舍别样的设计风
格、完善的设施设备，让这家
民宿积攒了很多“回头客”，这
些“私域流量”让民宿不用为
客源问题发愁。记者了解到，
这里国庆期间的房源1个月前
就已经预订一空，“国庆假期
的房源我们8月份就订完了，
跨年档期的房源也已经有客
人预定了。”

吴德新表示，现在的顾客
都比较注重私密空间，希望自
己在度假中不被打扰，这也是
民宿相较酒店来说最大的区
别和优势。“酒店是‘卖房间’，
而民宿是'卖空间'。在我们这
里，游客不需要起早贪黑赶景
点打卡，而是在民宿里'享受生
活'，这样的度假休闲方式也越
来越受游客青睐。”

记者 胡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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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市规定病种包括哪两类？
答：我市规定病种包括特殊病种和慢性病种。

问：我市特殊病种有哪些？
答：1.各类恶性肿瘤的治疗；2.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治

疗；3.肾功能衰竭的腹膜透析、血液透析；4.系统性红斑狼
疮的治疗；5.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6.血友病的治疗；7.
重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
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所致的精神障碍
及双向情感障碍）；8.糖尿病胰岛素治疗；9.儿童孤独症治
疗；10.肺结核病辅助治疗(国家免费抗结核病药物治疗除
外)。

本报讯 今夏以来，连续
的高温少雨天气，导致楠溪江
地表水来水减少，城镇正常供
水存在较大风险。9月 27日
开始，永嘉瓯北、黄田、三
江、乌牛等区域降压供水。为
保障后续永嘉城镇居民生活、
生产用水，永嘉县正多措并举
尽量保障安全供水。

因近期持续干旱无降水，
楠溪江来水量明显减少，现水
位已降至警戒值以下。近段时

间，永嘉县水务集团加强水源
地水位监测力度、密切关注水
源地水位波动，第一时间向永
嘉县抗旱指挥部上报详细情
况，协助提供决策依据。9月
27日下午，在下城岙取水口
下游建临时围堰，将水源进行
集中，围堰建成后水位有所上
涨，为原水供应提高更大保
障。

27日晚，永嘉县实施人
工增雨，永嘉气象部门抓住微

弱的天气条件，在岩头、大若
岩、陡门三地开展多轮作业，
发射多枚人工增雨火箭弹，随
后永嘉东部和北部下起了小到
中雨，今晨永嘉大部分地区再
次下起小雨，此轮人工增雨对
旱情稍有缓解。

目前，我县抗旱形势依然
严峻，广大市民需适量储水，
提高节水意识，节约用水！
记者 刘婷婷 通讯员 戴益洪

家门口的“老年学堂”开学啦！
本报讯 近日，枫林镇老年学堂、巽宅镇老年学堂

相继揭幕，一批年过半百的“特殊学生”迎来了他们的
“开学季”。

“我觉得这个学堂很好，可以写写字、下下棋，没事
的时候也可以来坐坐、聊聊天。”在枫林镇老年学堂的
书法教室里，徐大爷表示，平时自己只能看看电视，老
年学堂的开设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据县教育局副局长季建波介绍，建设老年学堂是
2022年市政府的一项民生实事，也是建设老年友好城市
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是为广大老年朋友打造一个更新
知识的课堂、文化娱乐的场所、延年益寿的乐园，让老年
朋友“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枫林镇老年学堂依据当地老年朋友的需求，开设
了智能手机、书法、声乐、舞蹈等一系列课程。巽宅镇
老年学堂还根据当地特色，开设了诗联、乱弹等课程。
两学堂今后还将逐步探索开设更多老人兴趣课，诸如
健康养生与老年护理、太极拳、手工制作等，进一步提
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据悉，2022年，永嘉县教育局积极推进老年学堂
建设，投入100余万元用于枫林、巽宅老年学堂的装
修、设备添置，为当地老人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学堂。
接下来，永嘉县教育局还将继续探索老年教育的新途
径、新思路、新内容，努力提升老年朋友的文化素养、身
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真正使老年学堂成为老年人的健
康乐园、精神家园。 通讯员郑晓玲

雨花敬老家园
为助餐点老人设佳宴度重阳

本报讯 十一国庆、九九重阳节将至，在三元堂社
区，来自上塘雨花敬老家园的志愿者为社区耄耋老人
准备饺子宴，共度佳节。

昨天一大清早，在三元堂社区助餐点，面团、馅料
已经准备就绪，志愿者正在擀面皮、包饺子。上午9
点，老人同往常一样来此看电视、拉家常。在平常，每
到饭点，志愿者将素食午餐送餐到这里，老人在这里可
以吃到免费的午餐。

恰逢佳节将至，志愿者准备了节目活跃气氛，老人
和志愿者共唱同一首红歌，歌颂夕阳美景。来助餐点
活动的老人们都年事已高，有的独居，有的身体有伤
疾，有的与子孙同来。在各年龄段志愿者的陪伴倾听
下，老人们在此岁月静好、心情舒畅。

今年重阳佳宴，上塘雨花敬老家园于昨前两天分
别前往教师发展中心和此地为老人过重阳。

上塘雨花敬老家园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如今每
天能在固定餐厅吃到志愿者准备的免费素食午餐的，
另外还有一百大厦、三元堂、教师发展中心三处助餐
点，他们还在防疫期间为城南、城北社区行动不便、子
女在防疫一线工作的老年人送餐。志愿者不忘敬老、
爱老初心，按照“党委领导、社区指导、社会参与”的形
式，多元合力敬老。 见习记者 沙一穗

我县景点、民宿全力备战国庆假期旅游黄金周

新晋网红点出奇招引客流预订火爆

关爱健康便民服务走进茗中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村民的健康意识，关

爱辖区村民，9月27日，茗岙乡党群服务中心联合牙
博士口腔在茗中村老年活动中心，开展“共享社·幸福
里”关爱健康便民服务，提供免费检查牙科和健康咨询
服务，免费送时令种子、理发等，为村民们带来了各类
暖心惠民活动，辖区近百位村民参加。

在活动现场，牙博士口腔医生对每一位来检查的
村民告知如何护理牙齿，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
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保护牙齿的好习惯，还对于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进行了一一指导，从而使老年
人对口腔保护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老人家，你血压高，要少吃盐，多吃水果蔬菜，按
时服用降压药……”医务人员对血压偏高人员适时提
出科学饮食建议，将他们所患疾病的用药情况和日常
注意事项讲解清楚。同时，为村民认真讲解了常见病、
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和新冠肺炎的防控知识，耐心细致
地为前来参与的村民答疑解忧，提醒村民们定期检查
身体，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分种子现场，受益的村民胡大伯乐得合不拢嘴：
“感谢政府给我们免费发种子，这个种子品质挺好的，
今年，我打算多种点菜头，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此
次便民服务活动，近百位村民参加，送出400多包菜
头、油菜等种子。

此次便民暖心服务，让茗中村的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便民服务，促进了老年群体健康生活，有效引
导当地村民树立了健康的生活观念。茗岙乡党群服务
中心将持续开展各项便民活动，为村民提供更多便利
服务，不断提高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潘金花

家庭顶梁柱突发重病盼救助
县慈善总会送上5000元救助款

本报讯 9月28日，永嘉县慈善总会一行来到温
州市中心医院看望沙头镇福利村因脑出血住院的潘丐
行，给他送上5000元救助款。

在温州市中心医院，潘丐行妻子马淑玲告诉记者，
9月16日晚9点，自己下班回家发现丈夫潘丐行躺在
床边地上，没有意识，还有呕吐迹象，就立即拨打120
急救。救护车运送至永嘉县人民医院后，再次转运至
温州市中心医院，当时已经深夜12点了，检查后医生
就开始做开颅手术急救，一直做到凌晨4点半，中途医
生多次下发病危书。最后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终于
手术成功，暂时捡回生命。

潘丐行没有生病之前在村里打粗工，妻子在县城
当服务员，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读大学，小儿子上
高中，为了两个儿子上学已经负债累累。手术后，潘丐
行住在重症监护室里没有醒来，从住院到现在治疗费
总共花了9万多元，都是亲朋好友借过来的，现在借来
的钱已经花完了，家里再也没地方借了，无奈下向“水
滴筹”平台发起筹款，目前筹到29313元钱。

如果你想为潘丐行奉献爱心，请联系本报记者帮
帮团热线67261234。 记者 潘金花

国庆假期，晴好天气的加
持，将推动着旅游市场持续升
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旅
游黄金周，我县许多景点、民宿
纷纷推出新玩法、新体验，不断
丰富假日旅游市场供给，优化旅
游服务吸引游客。目前一些热
门景点、民宿预定火热。哈比特
部落文化艺术村、采虹湾乐园等
新晋网红景点都已经预订出两
三千张网络门票，锦里湖西、锦
里云舍等网红民宿基本客满，有
的甚至在一个月前就预订完了
国庆假期的客房，已经开始跨年
档期的房源预订。

今年国庆长假，来自山东的
8只梅花鹿将在“楠溪江畔的童
话世界”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
向游客朋友公开亮相。同时，园
区的100余只小松鼠、小白兔等
也将悉数登场。

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
位于大若岩镇李茅村，占地
350亩，是一座依托李茅村独
有的自然禀赋和地域特色，以
霍比特人故事为文化依托，打
造哈比特部落的生活王国，国
庆假期正式对外试营业。

“提起梅花鹿，人们都会想
起它能带来幸福和长寿，梅花鹿
也寓意着健康，所以我们特意从
山东引进来陪伴小朋友。如果

你手中有食物，小鹿会摇头晃脑
地跟着你，非常温驯。萌宠区内
的小动物们软萌可爱，都是孩子
的最爱，我们希望在国庆期间，
孩子们能在这个美丽田园中玩
上一整天。”哈比特部落文化艺
术村负责人金昌福介绍道，“今
年国庆，我们部落打造了蹦蹦
云、哈比特咖啡馆、哈比特酒吧
阳光草坪、露营区、梅花园、松鼠
乐园、兔子乐园、嬉水乐园、阳光
沙滩、土灶烧烤区及楠溪美食等
十余个项目。”

金昌福表示，国庆期间，
入园特惠票价每人仅需 9.9
元，目前，部落在抖音、微信公
众号、快手等平台上已售出国

庆门票3000余张，“我们也为
游客提供帐篷和美食，希望通
过部落独特的场景营造，呈现
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
谐的美丽世界，打造成为温州
最具个性的乡村狂欢乐园和

“懒慢第三地”。
在梦幻灯海前合影，在星

空下露营……位于楠溪江豫
章村的采虹湾乐园，总占地面
积1000多亩，是集田园、竹林、
滩林、草坪为一体的旅游度假
综合体田园。

进入景区大道右侧，是采
虹湾乐园滩林、竹林主景区，
里面汇集了几十个网红打卡
地：天空之翼、星空帐篷、鸟

巢、咖啡屋、吊床、体能乐园、
丛林魔网、天空之镜、轻奢露
营基地、丛林穿越、CS等项目。

“今年国庆，我们准备了
很多主题的休闲露营天幕和
帐篷，像女生比较喜欢的草莓
熊，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多鱼，还
有最经典的田园风……”景区运
营总监金海燕表示，景区内的轻
奢天幕帐篷区，是时下最受年轻
人欢迎的露营基地。“环境布置非
常浪漫，即使不露营只来看看，也
是很美好的风景。”

另外，采虹湾乐园在国庆期
间还推出“彩虹湾流星派对之
夜”，用上亿盏霓虹灯铺满整个
园区，塑造出大小各异、变幻莫

测的行星，炫酷的北极光，梦幻
灯海等一系列灯光奇景，让游客
们徜徉于灯光的海洋里，体验一
次关于宇宙外太空的光影之
旅。“景区在白天更推荐大家来
体验露营和亲子游玩项目，晚上
我们主推这个灯光秀活动。灯
光秀融入了‘九大行星’的元素
进行设计，整个场地布置面积达
143亩，大家可以在星空下尽情
拍照。”金海燕介绍道。

记者获悉，目前采虹湾乐
园露营基地中的30辆房车已
全部预定完，国庆门票网络票
已售出2000余张。“我们希望
游客可以在采虹湾悠闲自在，
享受国庆的美好时光。”

景区各出奇招，“萌宠”“帐篷”成火热元素

民宿迎来预订高峰期，房间供不应求

降压供水、人工增雨、建临时围堰……

我县多措并举尽全力保障供水

本报讯 “带嫌疑人来医
院检查！结果遇到老婆生病了
还在坚守岗位！” 9月26日
下午，民警王熙和同事带嫌疑
人去县人民医院体检，却偶遇
生病的医生妻子，便将这一刻
的心疼和自己难言的爱意分享
在了朋友圈，并附上了妻子正
在输液的照片。“泪目！“”感
动中国！”“为人民服务也为老
婆服务！” 一时间，引起了王
熙同事和朋友们的共鸣。

昨天上午，记者在上塘派
出所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民警王
熙。他告诉记者，当天他带嫌
疑人去体检时，想到自己已三

天未见的妻子，便想见上一
面，没想到电话刚挂，就在医
院走廊里，见到了手提吊瓶输
液正打算回岗工作的妻子。

“我们两个都处于一线，我在
派出所一线，她在疫情防控一
线。” 上塘派出所民警王熙介
绍自己和妻子楼杨方，两人从
恋爱到结婚，已携手走过14
个年头。“我们两个的工作性
质，决定了我们就是要聚少离
多，没有办法常常见面。”

王熙说，当时看见妻子楼
杨方后，自己心里十分心疼，
立即接过了妻子手中的输液
瓶，一路护送，但走廊仅有

20 米，两人来不及多聊几
句，便又投入彼此的工作中。

“我老婆平时就非常顾家，在
家里忙里忙外非常辛苦，对我
的照顾比较多，而且回到工作
上，也是非常的尽职，责任心
非常强，令我非常感动。” 提
到妻子，王熙脸上不禁有了笑
意。

“就觉得很惊讶，也很惊
喜。” 楼杨方是县人民医院检
验科的副主任，记者见到她
时，刚结束上午忙碌的化验工
作，谈起和丈夫偶遇的场景，
也是笑容满面。“因为他平时
工作太忙了，几乎没怎么在

家，而且我们工作都4天一个
夜班，夜班下来还要继续加
班，这期间我们都很忙, 一直
都处于工作岗位中。”

楼杨方介绍，她和丈夫都
需要在各自岗位上四天一值
班，每一次轮到便是 24 小
时。疫情防控期间，医院每天
都有大量的核酸检测标本，自
己常常需要值夜班，为了不让
家人担心，自己生病也是独自
解决。而这些对于作为警嫂的
她来说，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作为一名警嫂，我觉得要有
非常强大的内心，而且要非常
尊重他的工作，我想每个警嫂

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也就习
惯了。”说着，楼杨方红了眼
眶。

接下来，夫妻二人希望忙
过这一阵子，也想彼此以及家
庭多一点时间相聚。“美好愿
望就是疫情早点结束，大家健
健康康快快乐乐生活。” 楼杨
方说，自己希望日后两人能够
有时间多陪陪孩子。“生活
里，老婆对我稍微好一点关照
多一点。” 同样的，王熙也希
望偶尔能抽出点时间，尽量创
造双方相处时间，多些陪伴。

记者陈晓静

民警带嫌疑人体检偶遇生病仍坚守岗位的医生妻子

医警伉俪特别的偶遇感动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