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坊 2017年3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宽和 校对：肖燕060606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3月30日 9∶00-17∶30停110KV长征
变长江064线（98#杆开关-115#杆开关）∶
萧山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一带；8∶45-9∶30
（倒负荷短时停电）停 110KV 长征变长江
064 线 115#杆开关后段∶交投资产经营开
发、杭州临江投资、杭州临江投资（码头）、杭
州吉天农业、杭州水建公司、钱塘江灌区管理

处、杭州碧泓水产公司、杭州利诚农业一带；
9∶00-17∶30停110KV前进变下沙976线三
号闸分线长征村5#变低压配电屏更换∶新湾
街道长征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3月 30日 7∶30-17∶30 停东园 C221
线西许村18#变A路、B路∶新塘街道西许村

一带；7∶30-17∶30 停欢章 C846 线变电所
间隔开关∶瓜沥镇长巷村、大义村及瓜沥大
义张德绸厂、杭州萧山凯波纺织厂、杭州华
拓纺织、杭州萧山文荣化纤织造厂、杭州萧
山汪汪家纺、萧山市亚美装饰材料、杭州锦
罗纺织、杭州萧山明洲化纤织造厂等一带；
7∶30-17∶30停龙翔C844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瓜沥镇浙江龙翔控股集团一带；7∶30-17
∶30停东达C856线变电所间隔开关∶瓜沥镇

长巷村、东湖村及杭州生隆纺织1#、杭州祥
路化纤、杭州东舟印染助剂厂、杭州萧山瓜
沥网络包复丝厂、杭州萧山复兴纺织厂、杭
州捷峰源化纤、杭州鹏发泡沫包装、杭州萧
山泰来桥纺织厂等一带；7∶30-17∶30停庆
利C148线和顺村12#变∶靖江街道和顺村一
带；7∶30-17∶30停东社C785线群谊村9#变
∶瓜沥镇（坎山片）群谊村一带；8∶30-17∶30
停大同C240线02#杆（大同C2401开关）∶

楼塔镇大同一村、大同二村、大同三村、楼家
塔村、管村村、萧山公路段、杭州吉楼建筑材
料、杭州萧山荣立制线、杭州纱艺投资管理、
杭州吉达汽车配件、杭州延中包装、杭州旭
日纸箱厂、杭州华申包装、杭州申铭纺织、杭
州华艺实业、杭州大同电镀、杭州华达、杭州
万庆塑料、杭州三原纺织、杭州瑞纳实业、杭
州文才能源、杭州利久线业、杭州众力纺织
等一带。

■文/记者 杨颖 摄/记者 丁毅

本报讯 因为Ｇ20峰会，加拿大爱德华
王子岛省省长韦德·麦克劳克伦认识了萧
山，而浙江宝贝尔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归国
华侨斯彦诚母亲的故乡是萧山，这些因素使
得浙江宝贝尔教育集团旗下的美之园幼儿
园转型升级的步伐得以实质性推进。“我母
亲是萧山戴村人，我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事
业，现在萧山已设立三家幼儿园，因为峰会
的机遇，升级版的美之园幼儿园可以更好地
为萧山的小朋友服务。”

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这所国际幼儿园
的师资力量如何？教学上到底有哪些亮
点？斯彦诚也给出了答案：“教师与管理体
系全部由加拿大日升集团畅思教育机构提
供，但我们又将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与创
新，中西方教育与引导结合，让家长对师资

力量、规范程度、教学方式都得到认可。”
据了解，畅思教学项目由加拿大联邦政

府、省政府支持，融合中西方教育理念，以中
华传统文化为本，兼具多元化开放思维，独
特的中外方双校长管理、双教师合作教学模
式，而老师全部拥有北美早教资质认证和红
十字会医疗急救专业认证。2015 年,畅思
教育机构已与北京蓝天幼儿园达成合作，成
为中加两国在儿童早期教育合作的里程碑，
也成为美之园幼儿园的蓝本。

从园长处获悉，幼儿园将在６月底开始
对设施环境等硬件进行升级改造。今后，升
级版的美之园幼儿园会让小朋友学习“六
双”（双语、双文、双艺、双节、双轨、双亲），教
育专家也会常驻幼儿园并定期举办家长课
堂、多种创意亲子课程提高父母参与度、真
正实现家校共育，让家长与孩子共同学习与
成长。

跟阿根伯说谚语

作者 金阿根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宝兴原来自己办厂，工厂虽然规模
不大但形势不错，每年净利润四五百万
元，几年下来，也算是村里的第一号富
翁。可他好端端的老板不当，竟然参加
村委主任竞选，还真的被村民选为村主
任。

宝兴他们那个村不大，一百户人家
四五千人口，由于交通闭塞，又无像样
的企业，不但村民经济拮据，连村委办
公室也设在祠堂里。宝兴上任后拿出

自己的资金，修好了路，又办起了蘑菇
种养场、竹编厂等就地取材的企业，还
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一天到晚忙在
田间地头。人也变得又黑又瘦。有个
别村民勿理解，财兴公公看伊实在苦
煞，劝大家少讲风凉话，倷“勿挑担子不
知重，不走长路不知远”，要当好干部，
瘦个十斤廿斤勿奇怪。后来村里富了，
群众生活改善了，宝兴才渐渐恢复了往
日的身体。

“不挑担子不知重，不走长路不知远”

跟我学说萧山话

作者 原住民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三夹两凑：凑巧，几件事情都凑
在一起造成不好的结果。

例：陈医生昨天接诊了一个很
凶险的病人。问起病因，原来是这

两天气温忽高忽低，再加上吃酒、熬
夜，三夹两凑，这名壮汉突然就倒在
酒桌上，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酿成
悲剧。

“三夹两凑”

美之园幼儿园打造升级版国际幼儿园
昨天，美之园幼儿园的小朋友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宾——加

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加拿大日升集团畅思教育机构代表
团。远道而来的客人不仅仅是来参观考察，更是来签订合作协议
的，以后美之园幼儿园将升级成为“畅思小公民国际幼儿园”啦。

■记者 贺一萍

高高耸立的烈士纪念碑，是萧山城
区的一个重要地标。

清明将至，这是一个缅怀先人、烈士
的传统节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
我们想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
北山公园，在烈士陵园内，建一片萧山的

“英雄林”，纪念每一位萧山的英雄。

二十多年前，萧山建起城市的丰碑

李成虎，农民运动的先驱；傅永先，
勇于献身的好连长；楼曼文、王齐义，英
勇就义的女烈士；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
烈；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在长达6
米的烈士英明录牌坊上，镌刻着246位
烈士的名字。这些英烈，不惜牺牲自己
的生命，为这个国家洒热血抛头颅，为了
子孙后代能有更好的明天。

这些人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们
中很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很多
人甚至可能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亲
友，他们为了理想信念奉献了自己。

早在20多年前，为了纪念这些英
雄，萧山集社会的力量，10万萧山人自
发捐款，上百个单位响应，建起了我们这
座城市的丰碑，高高矗立在北干山上，成
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英雄林”让英雄精神扎根城市

在那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萧然儿
女抒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长卷。这246
名烈士，用他们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建
起了一个个丰功伟绩，成为后人崇敬的
英雄。

如今，在革命历史纪念馆上方，有两
片空地待整理。萧山区民政局有一个设
想，能否在这块空地上种一片“英雄林”，
每一棵树代表一个英雄，246棵树，代表
萧山人心目中的246个英雄。采用这样
一种纪念方式，也是希望英雄的精神永
远扎根于我们这个城市，生生不息。

英雄林怎么建 请你出谋划策

北山公园中的烈士陵园，已经是不
少萧山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城市的核心

区域的这片绿地，已然成为城市的绿肺，
是人们休闲健身的场所：有老者在这里
爬山健身，有孩童在这里探索，有情侣在
这里依偎……所以，这片“英雄林”不仅
仅是为了纪念这246位英雄，还想成为
这座城市的一个栖息地。

既是缅怀英烈的场所，也是市民生
活的场所，很多城市将两者很好地结合
起来。像南京的雨花台，是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烈士陵园中矗立着高
大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以及纪念馆和雕
像，同时这里也是市民休闲旅游场所，千
树梅花、桂花，曲径通幽的竹林……让这
里成为一片美丽的风景，成为一个旅游
胜地。

那么，在“英雄林”中，我们应该种什
么样的树？欢迎大家为“英雄林”出谋划
策，让这一片“英雄林”既有纪念英雄的
意义，又具有江南特色，符合我们这个城
市的气质，长大成林后能够成为萧山城
区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可以编辑内容
发送至萧山日报官方微信后台（微信号：
xiaoshanribao）。

二十多年前，10万萧山人建起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丰碑

今天，我们想建一片“英雄林”纪念萧山英雄

幼儿园小朋友向代表团成员赠送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潘泽萍

本报讯 上周六上午，江寺社区开展
首期“亲子悦读”绘本拓展沙龙活动。丰
富而实用的内容吸引了10多个亲子家庭
前来参加。

本次沙龙会上，米菲老师为亲子家庭
们分享了绘本《小牛的春天》。米菲老师
抑扬顿挫的语态模拟，妙趣横生的语言解
读，吸引了在场小朋友们的注意力。“大家
猜猜这是什么季节的小牛？”“小朋友们看
看，牛背上长出了什么呀？”小朋友们在米
菲老师生动而又积极的引导下，纷纷展开
想象，竞相发言，组织语言表述自己的想

法；家长们在米菲老师的实践教学中学习
从“阅读”到“悦读”转变过程中所需要的
技巧。米菲老师从选一本适合的书讲一
个好故事入手，希望家长们平时做个花式

“朗读者”，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体验。
在绘本分享环节后，大家还参加了绘

本阅读延伸环节——创意手工“春夏秋
冬”。在米菲老师和家长的引导帮助下，
孩子们回忆着绘本《小牛的春天》中四季
交替的美景，将各色的褶皱纸捏成不同的
形状，进行自由创作，向大家展现各自心
中浮现或喜欢的动物、植物、季节等等，从
而使孩子们进一步理解、感受和想象身边
的小小世界。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任方圆

本报讯 周一下午，连日阴雨过后，难
得的好天气，在湘湖二期的湖光山色中，
不时穿梭着身着“智炫休博”橙色马甲的
年轻身影，那是来自休博园社区辖区内的
42位蓝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因同一个
活动聚在一起。

42位驿家儿女，从湖山广场出发，途
经杨堤、陈家埠船埠、老虎洞游客中心、巡
越台、云州敛翠，最后回到湖山广场，总行
程约6.8公里。沿途还设有3个趣味小游
戏关卡，正中红心、幸运九九、时来运转，

游戏胜出则通关盖章，最后根据集点卡记
录的完成游戏关卡数量抽取奖品。

“姐，这湘湖不用收费啊，那我平时也
可以来玩哦。真漂亮啊。我来萧山这一
个月，上班单位、下班宿舍，这边又不熟，
除了同事还没几个朋友，这还是我第一次
出来玩呢。”哈尔滨小伙子小赵说。

据了解，蓝领驿站“环湘湖毅行”是智
炫休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的公益活
动，旨在关心企业外来员工，帮助大家更
好地融入萧山当地生活，了解萧山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环境，也搭建起企业员工间的
一个交友平台。

休博园社区 蓝领湘湖毅行交友

江寺社区“亲子悦读”沙龙内容实用

昨天这里来了一批蓝眼睛白皮肤的客人后

■文/记者 曹涵翎 摄/记者 金澍杰

迅速崛起的共享单车市场，成了时
下热门的绿色出行方式，以摩拜、ofo为
首，迅速涌入市场的共享单车品牌，以攻
城略地之势引人注目。现在，这些共享
单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萧山街头，这
些共享单车带给了萧山民众便利，不过
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亟待规范。

绿色短距出行是刚需
共享单车踩准空白点

日渐拥挤的大城市和高峰期已是城
市痛点，公交、地铁、出租、私家车都无力
解决。政府频频打出绿色出行牌，公共
自行车成新宠，穿梭在车水马龙间的小
红车一时无二，但定点取车和还车让公
共自行车与其他公共交通都面临共同的
局限。此时杀进市场的共享单车成了出
行的培优品。

“我会比较多用ofo，偶尔也会用其
他的。”小李是绿色出行一族，对共享单
车的出现一直“眼馋”，“萧山进来得不算
早，别的地区，包括滨江都已经很早出现
了。”小李觉得，共享模式是大势所趋，选
择ofo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黄色感觉
会安全系数高些。

市面上的共享单车大同小异，由专
门公司投放车辆，打开手机APP就能查
看附近的车辆，看到有合适的还可以提
前预约。无桩停车需要的只是规范停

车，扫码开锁让市民卡打造的“一卡在
手，天下我有”都成了过时。市场价通常
为半小时收费1元，不痛不痒地抢占了
城市“最后一公里”。巨大的欢迎程度，
让十几家单车品牌争相涌入，光萧山就
出现了好几家，打开了共享模式的潘多
拉盒子。

停放仍需规范 但请给予宽容

与公共自行车相比，无桩停车是所
有共享单车的最大优势，取车方便，某种
程度上也意味着停车随意。

“我比较喜欢公共自行车，现在很多
公共自行车点的边上就有很多花花绿绿
的共享单车。要找地方停同样费脑子，
最后还不是停在公共自行车边上，还都
不太整齐。”中年的王老师讲规矩，更青

睐公共自行车。王老师告诉记者，私下
跟朋友讨论，是不是应该有相关部门来
提高共享单车的入市门槛，规范这个市
场？但是讨论后，大家对这种绿色出行
的方式抱有的还是宽容态度。“毕竟是绿
色出行，应该提倡。而且每类单车对停
放不合规都有相应措施，说明他们自己
也是注重的。”王老师的观点或许代表了
更多人的看法，既然共享，对自觉要求会
更高，对于萧山这样有多年公共自行车
基础的城市来说，稍加管理，共享单车还
是可以成为一道城市的靓丽风景。

在老城区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整理公共自行车的
同时，也顺手摆整齐了一边的两辆共享单
车，就像共享的呵护，或许共享模式会给
萧山人的出行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

共享单车入萧 停放有待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