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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入春

■《春天，来认领一片绿吧》后续

早晚温差大于 8℃
要
“春捂”
冬去春来，终于可以跟
“烂冬”
说再见了。
昨日，
我市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

春天如约而至
昨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消息：
我市正式入春。
一 般 来 说 ，当 连 续 5 天 的 日 平 均 气 温 达 到
10℃及以上且后续天气稳定，我们就算进入气象
学意义上的春天。通常，我们会在每年 3 月 12 日前
后入春。
过去的这个冬天是名副其实的“烂冬”。去年
12 月 1 日至今，我市出现历史罕见的连续阴雨天
气，全市平均面雨量 498 毫米，居历史第二，其中鄞
州、北仑、镇海、余姚、宁海居历史第一；
全市平均日
照时数 152 小时，比常年平均偏少六成，破历史纪
录。
所幸，春天的脚步并未受坏天气的影响，算是
如约而至。

短短两个小时
287 公顷绿地被认管认养
本报讯（记者边城雨 通讯员 朱琼） 本报前天报道的《春
天，来认领一片绿吧》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昨天上午，我市
新一轮城区绿地认养认管协议签订仪式在江北区文化广场举
行，市民纷纷争当“护绿使者”，与各区城管部门现场签订绿地认
养认管协议。短短 2 个小时，今年推出的 120 块共 287 公顷绿地
已被 109 家单位抢认一空。
记者在活动现场发现，大多数市民都在咨询如何进行认养
认管。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征集“护绿使者”活动
已持续多年，每年都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不少学校和社
会团体，对认管活动热情高涨。来自郊实中学国际中心高二的
郑同学近 10 年来一直用自己的压岁钱来参与城区绿地认管认
养活动，他说这样做很有意思，看到自己与树木一起成长，感到
特别开心，
如果有机会，
要多参与这个活动。
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认管了高新区科技广场
12813 平方米绿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作为一家绿色环保企
业，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在尽一份责任，愿全社会行动起来，为
绿色宁波加油。
据介绍，城市绿地、树木认养期限最低不少于 1 年，期满可以
续签。认养认管城市绿地在 500 平方米以上或认养认管树木 10
株以上的，
可以设置认养认管标志。

好天气是生活中的“小确幸”
风云变幻，事关衣食、出行。大部分时候，人们
习惯把目光盯在坏天气上，忽视了好天气带来的
“小确幸”。
奉化区气象局今天正式发布“2018 奉化好天
气”
榜单。
不同以往习惯性聚焦灾害性天气过程，这
份榜单格外偏爱看似平常的好天气。
“清茗酬知音，暖意促生长”
“温高光充足，蜜桃
压枝垂”
“桃花笑春风，助力马拉松”
“开幕恰无雨，
喜迎美食节”
“秋空明月悬，雨止报佳音”
“国庆暖阳
伴，舒适宜出游”
“好雨知时节，入梅恰当时”
“入冬
雨淋淋，阳光值千金”
等入选该榜单。
突然而至的好天气，总是让人惊喜。像去年中
秋节前 4 天，奉化当地一直以阴雨天为主；中秋当
天，
天气转晴，
夜晚皓月当空，
一偿大家赏月的心愿。

见证
“益”
棵树的成长
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王昱汀） 植树节来临之际，昨
天上午，海曙区望春街道清风社区开展了“见证‘益’棵树的成长
——2019 年度植树节活动”，本次活动联合了社会组织纸飞机
童书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供指中心团支部，共 105 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在荒地上种下 90 棵香樟树，
并挂上了各自的
“认养牌”
。
在情景阅读环节，来自纸飞机童书馆的小丹老师为大家朗
读了绘本故事《树真好》。大家一起齐心合力用蜡笔和废弃的纸
板箱拼接了一副长约 3 米的
“森林卷轴”
，小朋友们把他们对绿色
的向往和对森林的喜爱，
通过手工劳动表现在纸上。

早晚温差大于 8℃要
“春捂”
一入春，好事也跟着多起来。本周我们将“喜
提”
连晴天。
据市气象台预报，除周三夜里到周四，我市局
部地区有小雨，周日到下周一有弱降水过程外，本
周我市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气温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从预报看，本周
大部分日子我市最高气温在 14℃以上，最高可达
20℃左右。相比之下，最低气温仍未“定性”，最低
在 5℃左右，
最高可达 10℃左右。
天气一暖和，
就又到了
“短裤与秋裤齐飞，穿貂
共露腰一色”的乱穿衣时节。特别是阳光灿烂的午
后，分分钟从春天穿越到夏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还是要跟大家叨叨一句：白天天气虽好，近
10℃甚至高达 12℃的早晚温差，还是明晃晃摆在
那里的。一般来说，当日夜温差大于 8℃时，就相当
于在发出
“捂”
的信号。
“春捂”
并非要你捂得密不透风，
而是要格外注
意背部、腹部和足底的保暖。
此外，相比上半身，
“春
捂”
要特别注重下半身的保暖。
记者 石承承

我与小树共成长
前天，鄞州首南街道学府社区举行“我与
小树共成长”植树活动，小朋友们和志愿者一
起在小区绿化带种植树木，
并认养小树。
记者 丁安 通讯员 钱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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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
发出通知

倡导文明祭扫
减少和避免
森林火灾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郦焱 沈） 随着春天到来，
我市将逐渐进入春耕农事生产、
旅游踏青及清明祭祀等高峰期，
这段时期也是历年来森林火灾集
中高发时段。日前，市政府森林
消防指挥部发出做好春季森林消
防工作的通知，要求采取各种措
施，
以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据预测，清明前全市气温将
迅速回升，野外用火也将激增，市
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要求各地要
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认真分
析、科学研判春季特别是清明期
间森林消防形势，根据森林火险
等级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应急管
理部门要会同气象部门、自然资
源（林业）部门切实做好森林火险
预警信息共享和工作会商，提高
预报精度，优化预报方法，根据气
象、林情、社情和历史火灾综合研
判，
突出重点，
分类施策。
通知指出，要强化火源管控，
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自然资源
（林业）部门、国有林场和森林经
营单位，要监督发挥好各级护林
员履行好森林巡护职责，对所有
山头地块实行“全覆盖、无缝隙”
责任区域监管，严格落实野外火
源管理规定，高火险时段禁止一
切野外用火，采取强有力措施，有
效控制上坟烧纸和燃放烟花爆
竹。各地要加强森林火灾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排查出的隐患
要登记造册，建立责任清单，明确
整改时限，严格落实整改。各地
应急管理部门于 3 月 15 日前报送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动态；4 月 14
日前，报送清明期间森林消防工
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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