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事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责编：
方达星 美编：方达星

5

全市最高气温升至 28.6℃

昨日香城，
恍如初夏
本报讯（文/记者吴青朋 图/记者 张
仰强 通讯员戴建伟）连日来，我市连续
晴好天气，气温持续升高，昨天我市最高
气温超过 28℃，为历史同期最高。
昨日，在暖阳的照耀下，气温一路攀
升，下午 2 点左右最高气温升至 28.6℃，
午后热辣的阳光让人感觉燥热。
2 月份最高气温就能达到 28℃，算
不算异常？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1 月
到 2 月上中旬，影响我市的冷空气不活
跃，而且强度普遍偏弱，导致我市 2 月
11 日已经入春。相比我市常年入春时
间（3 月 6 日），今年，我市提前 20 多天入
春。春天升温比较快，气温变化频繁，
偶尔出现的升温天气不算异常。另外，
入春以后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天气越
来越暖和，但不能说入春后天气就不冷

了，后期有北方冷空气活动，气温时常
会有较大的起伏，还可能存在降温，出
现倒春寒天气。
22 日，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根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4 日开始，我市受高
空槽东移、冷空气南下，有一次降雨降温
天气过程，过程平均气温将下降 6℃至
8℃。因此，市民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
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服。
具体天气预报，23 日：多云，偏北风
2～3 级，气温 12～22。24 日：小雨，偏北
风 1～2 级，气温 12～21℃；25 日：小到中
雨，偏北风 2～3 级，气温 8～17℃；26 日：
小雨，偏北风 2～3 级，气温 7～12℃；27
日：小雨，偏北风 1～2 级，气温 7～13℃；
28 日 ：小 雨 ，偏 北 风 1～2 级 ，气 温 8～
15℃；3 月 1 日：小雨，偏北风 1～2 级，气
温 8～15℃。

气温节节攀升

回暖天气催开缤纷早樱
本报讯（记者 陈婧）连日来，随着
气温的节节攀升，我市早早迎来了春的
气息——在城区主干道、山野间，一株
株素白或粉红的樱花竞相绽放，将香城
山水妆点得格外温馨、浪漫。
“返程途中，意外发现山中的野樱
已经悄然绽放……”19 日，记者通过微
信朋友圈看到这样一条视频动态。视
频是一位老家在崇阳的朋友拍摄的，画
面显示，车窗外的群山中，点缀着一株
株粉白的樱花。
很快，这条动态就吸引了几位朋友
留言。有说花好看的，有说赶紧约起来
的，
更多的是感叹今年的樱花开得早。
22 日上午，记者走进十六潭公园。
在公园正门口可泛舟的湖边，记者发
现，沿岸的几株浅粉色樱花也已盛放。
盛开的樱花簇拥在一起，朵朵娇艳动
人，远远望去宛若云霞，吸引了数名游
客在树下拍照留念。
“今年的樱花开得可真早呀！
”家住怡
园小区的刘女士感慨道。在刘女士的印
象中，
往年樱花盛开一般在三月中旬，
见到
这些早早来到人间的“小精灵”，
她忍不住
拿起手机，
近距离拍了几张樱花的特写。
为何今年的樱花盛开如此之早？
湖北科技学院核技术与化学生物学院
生物系主任蔡朝晖告诉记者，今年是暖
冬，近一周以来，温度持续保持在 20 度

工伤预防知识普及（六）

以上，
为樱花的生长、
盛开创造了条件。
蔡朝晖介绍，咸宁的樱花主要以
中华樱桃、尾叶樱桃、山樱桃等品种为
主。一旦气温达到 20 度以上，且持续 7
至 10 天，就能绽放。今年受暖冬气候
影响，气温上升较往年约提前了 20 天，
故樱花、桃花、玉兰等植物的花期也相

对提前了近 20 天。
“去年雨水充足，樱桃树的营养物
质积累相对丰富，预计今年的花会开得
很繁盛。而樱花、桃花等花的花瓣结构
不够紧密，一阵风或一场雨，就会导致
花朵凋零，过两天将会迎来降雨，故而
推测本周是最佳赏花期。
”蔡朝晖说。

工伤事故预防措施

11、如何预防瓦斯和煤尘爆炸事故？
1）、要爱护监测监控设备；
2）、要自觉爱护井下通风设施；
3）、局部通风机应有专人负责管理，
其他人不可随意停开；
4）、井下不能随意拆开、敲打、撞击
矿灯，不准带电检修、搬迁电气设备，更
不能使用明刀闸开关；
5）、井下禁止吸烟和使用火柴、打火
机等点火物品；

招聘

记者 陈婧 张仰强/摄

6）
、
爆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一炮三检
"制度;井下爆破作业必须使用专用发爆
器，
严禁使用明火、
明刀闸开关、
明插座爆
破;炮眼必须按规定封足炮泥，使用水炮
泥，
严禁使用煤粉或其他易燃物品封堵炮
眼，
无封泥或封泥不足时严禁爆破；
7）、观察到有煤与瓦斯突出的征兆
时，要立即停止作业，从作业地点撤出，
并报告有关部门；
8）、要认真实施煤层注水、湿式打

眼、使用水炮泥、喷雾洒水、冲洗巷帮等
综合防尘措施。
12、
顶板事故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1）、当出现以下一种或几种征兆时，
要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顶板、支架发出响
声，顶板掉渣，煤壁片帮，顶板出现裂缝，
顶板脱层，
直接顶漏顶等；
2）、顶板是否会发生冒落，可采用以
下方法进行观察：
①敲帮问顶；
②打木楔。
13、
井下火灾事故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咸 宁 兴 旺 幼 儿 园 现 面 向 全 市 招 聘 园 长 、教 师 、厨 师 及 门 卫 。
薪资待遇：园长年薪 8—15 万；教师月薪 4000 至 5000 元；保育员、厨师和门卫薪资面议。
要求：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健康、教师需持有教师资格证。

市民阮先生反映：咸安
区大幕乡石桥村 22 组垃圾
堆积路边两月未清理也无
人管。
咸安大幕乡人民政府：
针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
大幕
乡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该乡城
建办到现场核实情况。经查
情况属实，
城建办立即安排清
运车赶赴现场进行垃圾清运，
并与群众做好沟通工作。另
一方面，
城建办同步联系垃圾
中转站核查原因，
了解到该中
转站当时只有 1 个压缩箱正
常运转，另外 1 个压缩箱坏
了，
正在修理中，
又因春节期
间，
垃圾量多，
清运压力大，
所
以，
没有及时将垃圾清运送至
垃圾中转站处理。
针对该项问题，大幕乡
已指派相关部门修好压缩
箱，并增配力量对村湾垃圾
加班加点进行清理、清运。
后期该乡将加强环卫工作
日常巡查，给村民营造一个
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记
者 葛利利）

1）、不能在井下用灯泡取暖和使用
电炉、明火；
2）、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不得
从事电、气焊作业；
3）、不能将剩油、废油随意泼洒，也
不能将用过的棉纱、布头和纸张等易燃
物品随意丢弃；
4）、主动学会使用灭火器具，掌握灭
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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