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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春运已经开始，
每一天，都有很多旅客从萧山汽车总站
出发，踏上返乡之路。安检处、候车室，
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和站内工作人员一
起，为焦灼不安的旅客提供温馨周到的
服务，送他们顺利返乡。

上午7点多，萧山汽车总站广场前
的验票通道排起了“长龙”，候车室也人
头攒动。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拄着拐
杖向安检处走来，陪在身旁的是她的儿
子。“实在是放心不下，我妈这么大年纪
一个人回老家，偏偏我自己还走不开。”
这位先生一边搀扶着老太太，一边将身
份证和车票准备好，并细细地叮嘱母
亲。看到这一情景，志愿者陈利林连忙
赶过来搭把手：“这位先生您放心，老太
太我们一定帮您照顾好，我会看着她上
车的。”

陈利林是萧山汽车总站的春运服务
志愿者，今年是他服务的第八年。说起
春运服务，这位志愿者比新来的车站工
作人员还要熟悉。“维护秩序、引导咨询、
困难帮扶等等，有时候旅客‘归心似箭’，
很容易忙中出错，我们就是帮他们一把，
别错过了回家的车。”面对旅客的种种疑
问，他都能准确快速地说出答案。“最常
碰到问题的是安检处，有些年纪大的乘

客看不清检票口，或者没有买票，我们就
要第一时间上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该买
票买票，该指路指路。”

对拖家带口的乘客，陈利林也格外
关注。抬行李，搬箱子，顺便照看小孩，
一个小时不到，陈利林已经开始喘气，脸
色也渐渐发红，他顺手一抹额头上的汗
水，露出了灿烂笑容，转头接着为其他旅
客提供服务。

记者从萧山长运了解到，今年春运
期间，志愿者的工作是轮班制，每三人一
组，从1月6日开始，每天早上，旅客们都
能看到“红马甲”穿梭在人群中。“虽然工
作辛苦，但能把乘客安全送上车，再累也

值得。”旅客的那声“谢谢”，是志愿者们
最暖心的新年礼物。

“早上7点到8点的客流量是最大
的，志愿者团队必须在7点以前到位。”
萧山长运团支部书记沈琦锋告诉记者，
萧山汽车总站面积不大，乘客量却不
少，这对疏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
萧山长运共投入营运客车166辆（客位
数6933座），预计发送旅客人数9.5万人
次左右，除去历年都有的春运服务志愿
者，去年广受好评的流动服务车也将再
一次为旅客们服务，包括为旅客们提供
姜茶，开辟爱心通道和母婴哺乳室等。

我的萧山梦
新春走基层

春运志愿者：送乘客顺利返乡 再累也值

志愿者在帮旅客过安检 记者 张培 摄

■记者 李小荣

“妈妈，小姨回来了，我的小姨终于
回来咯。”走进窑洞里，热乎乎的暖气阻
挡了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虽是早上五点
钟，两颗小脑袋从被子里探出来，露着笑
脸看着我。

2月11日早上五点钟，我从萧山回
到了老家陕西榆林。今年，我们一家人
都在我姐家的新窑洞里过年，庆祝我姐
的乔迁之喜，这是我们之前就商量好的。

姐姐育有一儿一女。去年，他们准
备买一处住所，但究竟是买窑洞还是单元
房，姐姐和姐夫商量了很久。“单元房住起

来方便点，可窑洞住起来舒服，现代化设
施和单元房一样应有尽有，还可以在自家
的大院里种花种菜，住起来也敞亮。”后
来，姐姐选择了陕北传统民居形式——窑
洞。其实，直至现在，很多陕北人还是愿
意住窑洞，不光因为窑洞冬暖夏凉，在大
多数陕北人的心里，窑洞不仅仅是一所住
处，更是精神归宿。曾经贫困，陕北人不
得不住在挖出来的窑洞；现在条件好了，
陕北人不忘本，依然乐意住窑洞。

油糕是陕北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
美食。陕北的油糕与南方的年糕相似，
都被予以“年年高升”的美好寓意。回家
后，姐姐开始和住在隔壁的姑姑一起做
油糕。姑姑将糕面伴着水一层一层撒到
锅里，之后便耐心等待素糕出锅。出锅
之后，要几经揉搓，以使素糕的味道从内
散发到外。姑姑将自己家农场里产的红
枣做成枣泥包在里面，这样，糕的甜味就
出来了。姐姐打下手，她将卷好的糕用
细线勒出椭圆形，下油锅煎炸。不一会
儿，在一片热闹的欢声笑语中，随之唇齿
间的现枣甜味，两个小外甥早已拿着油
糕吃起来。

除了油糕，陕北人过年一定要蒸一锅

雪白的点着红圆点的大馒头、要漏一床
纯正的洋芋粉条、要几家人一起比赛着擀
一片香喷喷的杂面。这些看起来不起眼
的美食，是陕北人对旧时年俗的传承。

在陕北，过年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
热热闹闹的秧歌。在过去，村与村的秧
歌班子经常要进行下帖和还帖式的相互
邀请演出活动，称之为“闹红火”。这几
天，陕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选出能歌善
舞的人在广场里、在农村礼堂里排练秧
歌，这是为正月里的秧歌表演做准备。

“看秧歌去不？街上红火着呢。”到
了正月里，锣鼓一响，秧歌便跳起来了。
从正月初二开始，每天在街上总会有五
六支秧歌大队上街表演。陕北秧歌素以
粗犷豪放为主，在大山、大川、大街的广
阔场地里表演，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
秧歌手们更是如鱼得水，扭出风格，扭出
豪迈，扭出陕北人的风格。

唱啊跳啊闹啊，黄土地的别样风情
也在大年里淋漓尽现。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本报讯 春节的脚步渐渐临近，萧山
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在义桥镇，一场追
忆老底子年味的年俗文化节热闹开幕，
一块块热腾腾的公泰朝糕，一串串红彤
彤的糖葫芦一个个萌萌的捏面人，一声
声砰砰砰的打年糕……不仅村民们蜂拥
而至，更引来一众媒体悉数到场，连人民
日报客户端也进行了直播。登上人民日
报客户端，一搜“萧山”，头一条就是义桥
镇的迎新春活动，上面还详细介绍了萧
山的多种节庆习俗。

2018义桥镇迎新春年俗文化节暨
“我们的村晚”专场演出，近日在復兴村

欢乐举行。活动现场，义桥镇特邀请非
遗传承人和民俗爱好者，为大家呈上丰
富多彩的年俗文化大宴。公泰朝糕、洋
糖糕、打年糕、放米炮、画糖画、捏面人、
糖葫芦、剪纸画、串珠珠……有的吃有的
玩有的看，各个摊位上都被围得水泄不
通。“用这些传统风俗，让村民体验儿时
的记忆，感受昔日的乡愁和老底子年
味。”义桥镇相关负责人笑着说。

记者来到“公泰朝糕”摊位，朝糕一
旦新鲜出炉就被一“抢”而空，一盒盒的
糕点简直供不应求。韩师傅拿着工具，
一刻不停地做糕。萧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泰朝糕是义桥的传统美食，一直在当
地享有盛誉。据悉，公泰朝糕是用糯米、

精白晚米碾粉后，加入定制乌豇豆馅点，
用模板定型，经煮后四季常用，既可作早
点，也可馈赠亲友，也可用于上梁婚庆等
仪式，深受民众喜爱。现场陈先生一买
到糕，就迫不及待掰开，白的糕、棕的馅，
香气扑鼻，咬一口，他连呼“好吃、好吃”。

穿插活动现场的，还有萧山网和区
科协联合主办的科普进社区便民服务活
动，为群众开展磨刀、送年历、理发、义
诊、问卷调查等活动。

热闹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当天
晚上6：30，村民自己的村晚——“我们的
村晚”文艺专场演出欢乐开场，独唱、拉
丁舞、越剧、小品等节目轮番上演，将年
俗文化节推向一个新高潮。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曹尚连 缪妙

本报讯 近日，临浦镇社区戒毒康复
办公室联合镇妇联、镇团委等开展禁毒和
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加大反邪教及禁毒工作宣
传力度，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识邪、防邪、拒
邪及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营造
健康和谐的镇域环境，此次宣传教育活动
的地点设在人流量较大的临浦汽车新站。

近年来，临浦镇持续深入推进禁毒和
反邪教工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利用公交车站、农贸市场、农村文化
礼堂等阵地广泛开展宣传，现场为群众讲

解毒品和邪教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使群
众知法、懂法，远离毒品和邪教。同时，坚
持开展禁毒和反邪教“六进”活动，紧紧围
绕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妇女、场所
从业人员等人群，深化宣传层次，切实打
实基础，不断提高全民禁毒和反邪教意
识；此外，以“6·26国际禁毒日”“12·4法
治宣传日”为契机，临浦还积极开展“禁毒
宣传月”等主题活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开设“禁毒流动课堂”，做到月月有活动。

仅2017年，临浦镇共展示禁毒和反
邪教图片8次，组织志愿者活动2次，累计
发放禁毒和反邪教资料6000余份，宣传
品1000余份。

在钱江世纪城公园，不少
市民和游客，用高倍望远镜喜
看拥江发展新变化。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喜看钱塘
新变化

住窑洞吃油糕扭秧歌 陕北大年很红火
编者按：临近春节，年味

越 来 越 浓 ，每 个 地 方 也 都
各有特色。为此，本报今起
特推出“我在老家过大年”系
列报道，从本报记者的视角，
为读者展现全国各地是如何
过大年、闹新春的，让大家品
位有特色的浓浓年味。

义桥年俗文化节登上人民日报客户端

■通讯员 陈华锋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日前，区运管处接到12345
市长热线转来的乘客投诉，反映在萧山鸿
兴路南面的一条断头路上，有一辆浙A牌
照大客车在杭州站外上客，一直停在原地，
不肯发车，车上29名乘客返乡受阻，情绪
激动。接到投诉后，区运管处第一时间组
织执法力量前往处理。由于情况复杂，执
法人员当机立断，向区春运办总值班室汇

报了相关情况，在春运办的协调下，宁围派
出所、市北交警中队等部门执法人员和公
交公司的接驳车辆也赶到现场。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最终，
车上最后一名乘客也拿到了退回的车
费。执法人员帮助乘客将行李提到转运
车辆，并护送乘客安全返回九堡客运中
心、杭州汽车北站等地。当车子达到目的
地后，乘客们纷纷向执法人员致谢，赞扬
萧山运管人依法办事、为民维权。

■通讯员 楼晓芳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连日来，宁围街道班子成员
和各村、社区联村干部一起，到所联村、社
区上门看望慰问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目前，共走访慰问
各类困难对象506户，共1587人，其中困
难残疾家庭184户，民政线等各线322户，
发放资金共计118.5万元。

为把有限的爱心款送到最迫切需要
救助的重点人群，真正起到“雪中送炭”的
作用，街道还专门制定了春节走访慰问活

动安排方案，要求22个村（社区）对本辖
区内的困难残疾家庭、低保困难户、重点
优抚对象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排除摸底，建
立困难对象信息台账，按照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认真把关的基础上，确定走访慰
问对象。同时，在坚持对困难残疾人、低
保困难户、重点优抚对象等四类对象慰问
的基础上，拓展走访慰问领域。增加对军
烈属、困难老党员、少数民族群众、因病致
贫的家庭、抗美援朝退伍老兵等的慰问，
确保走访慰问全覆盖、无遗漏。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来激扬汤镇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为保障锚泊安全，
港航萧山管理处近日对浦阳江沿线船舶
的停泊情况进行了现场巡查，确保春运期
间水上安全环境。

巡查中，港航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杭州
义桥金属材料市场有限公司、杭州浦旺物
流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码头前沿水域，检查
了船舶的靠离泊秩序和锚泊秩序，检查的
所有船只基本按照规定有序锚泊。在检
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提醒一些航行船只
加强值班和瞭望，确保不要因归家心切而

违规驾驶。
在临浦电厂附近水域停泊的船舶上，

工作人员对船员返乡信息进行了详细登
记，并对春运期间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向船
员做好宣传工作，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对部分船龄
偏大的内河船舶开展安检，重点对船舶救
生、消防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消除了安全
隐患。

港航管理处负责人表示，接下去还将
继续常态化巡航，保证辖区内的船舶航行
和锚泊安全。

29名乘客返乡受阻 区运管处为民维权

宁围开展春节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

做好巡查监管 港航萧山管理处保障水上安全

临浦开展禁毒和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洪美娜

本报讯 近日，国家财政部公布了第
四批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
名单，全省有11个项目入选，其中杭州奥
体中心主体育馆和游泳馆、综合训练馆
PPP项目名列其中，成为本批次杭州市唯
一入库项目。

为了展示一届“绿色、智能、节俭、文
明”的亚运会，钱江世纪城“亚运三馆”从
规划之初，就大胆创新、突破传统思维，采
用集“投资、建设、运营”三位一体的PPP

模式。此模式不仅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
还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提升
项目后续运营管理能力。

作为全区PPP项目招标先行者，钱
江世纪城有序开展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完成招标组织工作，规范操作开评标过
程。项目于2017年10月完成公开招标，
最终中建八局、华润深圳湾、东南网架等
三家单位联合体中标。目前，“亚运三
馆”已全面开工建设，并完成了办公区、
生活区等临时设施搭建工作，计划于
2020年12月竣工。

“亚运三馆”PPP项目 入选财政部示范项目库

■通讯员 李永水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湘湖（闻堰）近日召开新提拔
任用社区干部和新聘社工廉政谈话会议。

会议就如何当好一名社区干部，提出
五点廉政要求：一要讲政治，二要强学习，
三要敢担当，四要守纪律。对如何当好社
工，会议提出，要具备平民意识，要具备知

识基础，要具备相关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
的知识方法等。

会上，新提拔任用社区干部和新聘社
工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不忘初心，以昂扬的斗志，努力工
作，扎根社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
后，15名新进社工签订廉政承诺书。

■通讯员 戴珂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成果，近日戴村镇政府开展了一
次治危拆违“回头看”行动。

该行动先采取地毯式排查，结合前期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分组分片安排
在全镇范围开展集中排查，随后开展集中
式整治，坚持边查边整、边查边拆的原则，
自1月下旬以来，戴村共拆除违建16500
平方米，现场制止“反复建”并完成整治清
理完善共计15个点位。同时，加紧完成

对C级危房的治理改造，其中腾空165
户，加固13户，拆除14户，为积极有效应
对暴雪等恶劣天气做足充分准备。

此外，还通过立体式管理，将行政督查
与民间举报相结合，形成控违闭环，有效遏
制新增违建。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份以
来共接收违建举报6件，通过现场核实并
及时制止、整治，共计拆除500平方米。

此次“回头看”行动后，戴村还将按照
“无违建”工作要求，开启新一轮违章建筑
“归零之战”，积极推进拆后利用，有效腾
出发展空间，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戴村镇“治危拆违”再发力

湘湖（闻堰）召开社区干部、社工廉政谈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