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蜀山街道叉车司机
作业安全技术培训班开班

8月21日上午，2017年蜀山街道叉车司机安全作
业培训班在萧山技工学校正式开班，来自街道辖区内的
46家企业单位近60名叉车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学习。

本次培训为期9天，5天理论学习，3天实践训练，1
天考试，采用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注重安
全操作技能训练。全部课程结束后，学员们于9月6日统
一进行无纸化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考试合格分为
理论60分，实践70分。通过考试后可顺利取得叉车司机
上岗证。

衙前镇总工会开展
“青春有约，相聚衙前”相亲会

8月28日，又是一年七夕。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来自恒逸衙前生产基地、镇卫生院与青云控股等单位
的单身青年们参加了由镇总工会、妇联、团委组织主
办，恒逸集团工会承办的“青春有约，相聚衙前”青年联
谊活动，一起走出平时的圈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表彰“桥南工匠”
推进桥南制造业转型升级

近日，萧山桥南基联会举行“桥南工匠”表彰大
会。萧山区总工会副主席朱建兴、开发区总工会主席
陈文根、副主席沈凤鸣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工匠精
神”和技术革新永远是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
素。从桥南园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桥南基联会在区总
工会和开发区总工会的关心支持下，组织评选了十大

“桥南工匠”。

公路开发公司开展
“点滴绿水情丝丝沁心意”送清凉活动

杭州文明城市复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作
为省级文明单位，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于8月
29日组织职工开展“点滴绿水情 丝丝沁心意”送清凉
活动。全面检验服务质量，积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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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萧山工匠”⑦

人物名片
赵建忠，中艺花边集团高级工艺美术

师。从事萧山花边的设计、创作工作近40
年，主持制定了全国抽纱行业质量标准，
成为抽纱花边产品的唯一质量标准，在传
承、保护、发展传统抽纱花边产品和技艺
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被工信部、文化部和
人力社保部联合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 2017年4月25日，被杭州市政
府认定为首届“杭州工匠”。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瞿波

萧山花边又称万缕丝，起源于意大利
威尼斯。上世纪八十年代，手工挑制花
边，在萧山盛极一时，挑花大军达20万之
众，不少人由此发家致富，民间曾有“挑花
挑出三层小洋楼”之说，可以说萧山花边
技艺养活了整整三代萧山人民。赵建忠
就是在萧山花边最为兴盛的时候入行，耳
濡目染，深受周边“绣娘”们的启蒙，最终
将传统花边手艺完美保存并成功复活，成
为一代大家。

传承与创新
让萧山花边绽放光彩

1972年，年仅18岁的赵建忠进入萧
山花边总厂。不知是天赋秉承还是技艺
使然，赵建忠一动手绣花边，就出手不凡，
当即得到了老一辈花边大师的赏识。通
过大师们悉心地教导，他总能很敏锐地捕
捉到，哪一片叶子没有绣好，哪一朵花和
背景的映衬关系没有处理好……没过几
年，他便成长为一位心思像绣花边的棉线

一样细密的优秀绣工。徒弟傅春江坦言，
师傅是一个“细节控”，总能发现不完美的
地方，并且一经发现，就会毫不留情地指
出来，直至修改到最佳为止。

凭借这股“拗劲”，在传承技艺的同
时，赵建忠开始踏上“创新”之路，探索萧
山花边的现代工艺之路。他曾四赴日本，
与日本平岗刺绣技术传承人进行交流；赴
韩国，学习威姆斯刺绣技术；赴瑞士，学习
苏拉刺绣技术……在不断地学习交流中，
赵建忠一直没有停止对花边技艺的创新
与探索。

赵建忠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这一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内至高荣
誉，对赵建忠来说，是对他坚守了四十多
年萧山花边工艺的肯定。他的得意之作
——纯手工万缕丝重工《九龙腾飞》已被
收藏至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这幅作品
直径为110厘米的圆形花边，使用了10余
种针法编织而成，上面一共嵌入了九条腾
龙，周边辅以云、火以及日月星辰等图案，
图案内外呼应，层次清晰，充分发挥了萧
山花边针法特有的疏、密，明暗的特点，使
巨龙显示出浮雕的立体效果。这幅作品
打破了萧山花边只采用植物图案的传统，
受到了业内人士称道，并一举获得“浙江
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

这并不是赵建忠作品获得的最高奖
项。2006年，他设计创作的纯手工“万缕
丝”屏风荣获第43届全国工艺品创新产品
设计金奖，2009年创作设计的纯手工万缕
丝《腾龙起舞》的花边作品获第十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
会金奖，2011年创作的纯手工万缕丝挂件

“印象·龙”获得第46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

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

每年出资百万
只为萧山花边技艺延续

辛苦创作之余，挽救萧山花边传统技
艺也是赵建忠格外费心的事情。萧山花边
从意大利传到萧山，已经走过了将近100
年的历程，可一些经典作品近些年来却频
频遗失，视花边如生命的他心痛万分。

“这项传统技艺，不能在我们这代人
手里给断送了！”事实上，赵建忠在萧山花
边的传承上一直做着各种努力。他每年
都会设计一些新的花边款式，交给民间老
艺人将其手工制作出来，甚至原料也交给
老艺人们，做好之后再进行收购，这笔花
费每年需要100万元左右，为的是不让手
工绣花边的技艺失传。

2013年，身兼数职的他做了一个大胆

却困难重重的决定——将遗失的最经典
的萧山花边作品一一修复。谈及修复之
初的困难，赵建忠说：“最难的是，我们只
有作品图片资料可参考……”尽管如此，
他依然一门心思扑在修复工程上。这两
年，他经常白天忙完厂里的事情，晚上回
到工作室，着手庞大的修复工程。花甲之
年的他视力早已不济，唯有眯起双眼，把
那陈旧的花边图案瞄了又瞄，反复揣测，
反复试验，每试出一种老针法，他即欢呼
雀跃。完全忘记，长久的坐姿让老胳膊老
腿都麻木了。

如今，1959年的萧山花边“建国十周
年纪念屏”已被成功复制。这幅作品长约
2米，宽1.1米，最大的亮点是它集结了图
案和文字两种元素，这种工艺在现代花边
作品中已经难以找寻。另外，这幅作品中
运用的实针、网眼、蛇皮、串线等针法是在
上世纪80年代已失传的，现在在赵建忠手
中复活了。

就这样，赵建忠借修复老作品之机，
把萧山花边消失的技艺找了回来，同时也
有效地保护了萧山花边的文化历史。与
此同时，赵建忠也加快对萧山花边的市场
拓展。近年来，他和同事们把手工花边装
进了镜框，使传统花边从日用品升华为艺
术品，供人们欣赏。事实证明，这种尝试
已经得到了不小的市场反应。

“萧山花边工艺凝聚着几代人的智
慧，我们不能让它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消
失。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希
望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一起助力，也希望
萧山人都能一起来关心关注，共同延续这
项可以让萧山人骄傲的传统文化。”赵建
忠说。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瞿波

本报讯 日前，区总工会开展
“我为治水献一策”合理化建议征集
活动，旨在动员全区广大职工积极投
身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充分发挥广
大职工在剿劣攻坚战中的主力军作
用。经评审组审定，评选杭州传化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工会江志霜《甲醛废
水提取甲醇再利用方法》等10条建
议为“我为治水献一策”职工合理化
建议优秀奖。

根据活动精神，各级工会认真
组织、广泛动员，职工积极响应，踊
跃参与，并立足岗位，从生产生活多

角度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治水合理化建
议，为企业的安全生产、节能减耗、
效益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初
步筛选，共有70余条建议入围参与
最后的角逐。

“因为我的工作环境，难免会接
触到工业废水，这一次建议中提到的
甲醛是一种对人和温血动物的毒性
很强的有机原料，它能刺激皮肤，易
产生呼吸道刺激、过敏，肺功能、肝功
能和免疫功能异常等，如果不当处
理，将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但
是，甲醛在工业上的用途十分广泛，
完全限制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对甲

醛废水进行处理。”杭州传化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工会江志霜说。目前，甲
醛废水提取甲醇再利用这项工艺已
经投入使用，通过不断地改良已经可
以做到零排放循环利用。

“与以往不同，此次活动打通了
职工与工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形成互
联互通的良好关系，同时将日常生产
生活与剿灭劣Ⅴ类水的中心工作相
结合，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深入贯彻
落实省、市、区全面剿灭劣Ⅴ类水的
战略部署，立足工会实际，发挥组织
优势，多措并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活动也是区总工会

“百万职工大行动 剿劣攻坚当先锋”
集中专项行动的其中一部分。除此
之外，还有组好治水“先锋队”、当好
治水“巡查员”、练好治水“基本功”和
讲好治水“身边事”四项活动。

剿灭劣Ⅴ类水是当前我区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广大职工义不
容辞的责任。秉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治水护水理念，各级工
会组织结合实际，精准发力，综合施
策，全面组织动员区域内的工会干
部、广大职工和企业积极参与治水，
汇聚治污剿劣的强大正能量，为打
赢剿劣攻坚战，守护萧山萧水作出
应有贡献。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瞿波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安
全生产重于泰山”的理念，构筑牢不
可破的安全防线，近日，我区举办第
五届“安全伴我行”职工演讲比赛决
赛。

此次演讲比赛由区总工会、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联合主办，旨在以文化引领安
全，以理念指导安全，大力宣传安全

生产政策法规，传递安全生产正能
量，提高职工群众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责任意识、事故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启发、教育职工珍爱生命、
遵章守纪、预防事故、保障安全，努力
营造安全、和谐、发展的生产环境和
安全文化氛围。

经过前期四场分片预赛，共有来
自各镇街、局、产业工会的24名选手
进入决赛。活动现场，24名选手立足
本职工作，结合近年来我区安全生

产、劳动保护方面的所见所闻，畅谈
行业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认识、体
会、感想，期间不乏感人事迹和杰出
代表，亦有不少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的观点碰撞。

经过激烈角逐，新街街道办事
处的赵婧雯获得了比赛一等奖，她
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新街街道工作
人员为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将安全生产牢记心间，不畏高
温酷暑，密织防护网，守护一方平

安，赢得了阵阵掌声和现场评委的
高度肯定。

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从演讲内
容、演讲技巧、演讲仪态、演讲效果和
演讲时间等五个方面综合评比。此
次比赛，各镇街、局、产业工会积极参
与，精心组织。这也是对上阶段安全
工作的一次自省，只有时刻将“安全
生产重于泰山”放在心上，才能未雨
绸缪，防范于未然。

区总工会开展“我为治水献一策”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

我区举办第五届“安全伴我行”职工演讲比赛

■记者王艺霖 通讯员于辰俏

本报讯 日前，关于留守儿童进城度
假却造成“二次留守”的现象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父母在城市打工，孩
子们只能在寒暑假从老家赶来与父母团
聚，假期结束又要回到老家，因为孩子们

“迁徙”的规律性，他们也被形象地称为
“小候鸟”。

“小候鸟”迁徙到大城市，想着和父母
享受久违的天伦之乐，但他们却发现，忙
碌的父母根本无暇陪伴、陌生的城市难以
融入。他们在流出地是留守儿童，在流入
地是流动儿童，这样的身份转换，使得他
们在流入地很难被纳入正常规范的管理
系统之中。“留守儿童”从农村到城市，却
成了“再留守儿童”。

“我觉得很对不住孩子，”来自四川的
吴女士说，“把他接来萧山，又没时间陪
他，每天把他关在家里，除了看电视，没有

别的乐趣，太孤单了。但是为了孩子的安
全，只能把他留在家里。”为了给孩子们一
个安全快乐的假期，避免远道而来的“小
候鸟”在萧山“二次留守”，区总工会在全
区推广开设暑期爱心班，同时每年都开展
关爱“小候鸟”活动，帮助孩子们平安度
夏，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普遍欢迎。

近日，区总工会前往各个暑期爱心
班，看望慰问了“小候鸟”并考察了暑期爱
心班的开设情况。

“这些‘小候鸟’平均年龄在5至 12
岁，他们每天早上7点左右来到教室，上午
完成暑假作业，下午我们会组织各种游
戏。昨天我们还组织了孩子们的健康体
检。”柳桥集团“小候鸟”暑期爱心班的老
师介绍说。暑期爱心班的开设给孩子们
提供了集中学习活动的场所，增添了假期
乐趣，同时也保障了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从而解决了企业职工对孩子安全管理的
后顾之忧。除了日常教学活动，暑期爱心

班还开设专门的课程，教授孩子们消防安
全、医疗急救和交通知识，帮助孩子们树
立安全意识。

据悉，今年我区以企业单办、村企合
办、社区联办、第三方教育机构合作等多
种形式，共开设各类“小候鸟”暑期爱心班
88个，受益“小候鸟”3000余人，并开展了
健康安全知识教育、文明礼仪、社会实践、
单日夏令营、温暖全家福等活动。近年
来，我区各级工会不断探索“小候鸟”暑期
爱心班活动形式内容，逐步实现了从混班
制向分年龄段管理转变，从封闭的室内活
动向以室内为主、兼顾室外转变，从单纯
集中照看向开展丰富的活动转变，为孩子
们提供一个了解萧山，体验城市现代化生
活的平台，为孩子与父母之间，搭建一座
沟通的桥梁，同时也为外来务工人员创造
最优的工作环境，解决其后顾之忧，充分
展现了区总工会同舟共济，和谐共进的人
文关怀。

区总工会看望慰问“小候鸟” 送温暖让心不留守

赵建忠：针线传承间 绣出浓浓萧山花边情

赵建忠演示挑花边技艺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看望慰问“小候鸟”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瞿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