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2月8日 9∶30-17∶30
停 10kV 春风 A302 线 20#
杆-20/03#杆线路拆除，创建
村8#变拆除，20#杆新放电缆
至新设B1变，，电缆头制作、
试验等工作。（建伟）地铁8号
线新湾路站迁改一期工程：
前新湾街道创建村一带。

12 月 10 日 9∶00-17∶
30 停 10kV 头 镇 0306 线
70#杆至公寓分线05#杆、公
寓分线02#杆至02/03#杆更
换导线，过电压保护安恙等
工作（久邦）启江变头镇306
线 70至 109#杆之间分线绝
缘化改造工程：新湾街道东
江公寓、和平纺纱、头蓬街
道、仓北村、圣创铝压机械、

尚 杰 建 筑 材 料 一 带 ；9∶
00-17∶30停杭州大江东产
业集聚区20kV邦翔站开关
柜更换工程（昆仑）邦翔站 I
段开关柜更换：一牛化纤、
沃瑞奥汽车、宇田科技（双
路单侧）、聚合顺新材料（双
路单侧）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2月8日 8∶30-16∶30
停广电C114线高小开G15
南市分线：城厢街道萧山污
水处理、高桥小学及其周边
一带；8∶45-12∶45 停博杰
A151线 55/02#杆福达分线
开关：瓜沥镇大池娄村及福
达精细油品、陈氏金属软管
一带；7∶30-17∶30 停靖镇
A325线小石桥村12#变：靖

江街道靖江公园一带；12月8
日7∶45-10日18∶30停荣信
3715线：全线用户。

12月9日 7∶30-17∶30
停永盛A323线小石桥村18#
变：靖江街道商贸街 2-112
号一带。

12 月 10 日 8∶35-17∶
30 停巧克 A222 线望府开
G15望新分线：新街街道新盈
名苑、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
街道办事处等一带；8∶45-16
∶45停梅港C151线新天I开
G11天空分线：靖江街道德
意空港小区一带；7∶30-17∶
30停荣新C791线荣新村9#
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7组、人民路西一带；8∶
30-16∶30停新桥C106线南
市开G15社保分线：城厢街
道杭州市萧山区社会保障管

理中心、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恒丰宾馆、市心路及其周边
一带；8∶30-16∶30 停航运
C120线潘水南苑10#变1#分
支箱、2#分支箱：城厢街道潘
水南苑41幢1-2单元、42幢
1-2单元、37幢 1-3单元及
其周边一带。

28岁男士想做上门女婿

我友：男，28岁，未婚，1.68
米，中专，小帅哥，技术员，年收
入12万元左右，人品好，聪明阳
光，因家有二兄弟，想做上门女
婿。如果女孩稍微有点残疾也
可考虑。电话：15382309608
朋友转。

浪漫情缘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部分商铺出租，现接受预报
名，报名时间：2018年12月5日至7日，联系人：张海华，联
系电话：82623252。招

租
公
告

序号
1

2

3

4

5

地址
市心广场D座1022—1号

市心广场D座1022—6号

市心广场D座1022—1009号

体育路54号

西山冷库及附房

面积
约44平方米

约44平方米

约43平方米

约140平方米

约435平方米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市心南路32-34
号，面积约260平方米；市心南路24号，面积约78
平方米；陶唐弄13号西（西门菜场对面），面积约
为10平方米，临街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联系人：孙先生

招 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北干意闲西餐厅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8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BPL442P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北干意闲西餐厅2018年12月7日

南站单元A-47-2地块，具体范围为：东、南至山北河，西至通惠路，北至金城路、规划商业办公用地和行政
办公用地，用地面积2.58公顷（38.7亩）。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及控规调整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
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8年12月7日至12月17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1楼大厅、行头社
区、新塘街道办事处、杭州市规划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
期内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电话：82899587 联系人：任女士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萧山分局 2018年12月7日

公

示

原规划
指标

拟调整
指标

地块编号

A-46-2
A-47-2
A-45

A-46-2
A-47-2
A-45

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B1）
住宅用地（R21）
公园绿地（G1）
商业用地（B1）
商住用地（R/B）
公园绿地（G1）

用地面积
（公顷）
1.37
2.23
1.86
1.02
2.58
1.80

容积率

≤2.5
≤2.8

≤2.5
≤2.8

建筑密度
（%）
≤40
≤30

≤40
≤35

绿地率
（%）
≥30
≥30

≥30
≥30

建筑高度
（m)
≤30
≤100

≤30
≤100

便民服务热线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事业、国企、教师、白
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代办厂房土地转让
过户手续，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热线82656789

浙江卓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因贵司拖延支付租金超过1个月，现我司特通知贵

司：贵司与我司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蓝爵国际中
心5幢3103西侧房屋的《盛元·蓝爵国际中心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149）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解除，我司将另行出

租该房屋。请贵司于公告后3日内腾空该房屋交还我司
并结清拖欠的租金、物业费等，我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
究您责任的权利。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2月7日
晚潮时间
13:13
13:32
15:24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5.40
5.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8日
早潮时间
01:20
01:40
03:30

高潮位
(米)
5.20
5.10
4.95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6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杭州众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网约车司机200名，年龄18-55岁，驾龄
满 3 年 ，没 有 犯 罪 记 录 ，薪 资
8000-12000元/月；兼职司机200名，年
龄18-55岁，驾龄满3年，没有犯罪记录，
薪资面议。
联系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85号
萧山商会大厦
联 系 方 式 ：徐 经 理 15058131822、
18069408758

杭州江龙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大小车修理工10名男性，有上进心，吃苦
耐劳，能操作汽车维修和维护。
联系地址：萧山区红山农场
联系方式：周先生13967121509
邮箱：948998023@qq.com
杭州萧山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特保服务人员若干名，年龄在18周岁至
35周岁之间，身高1.75米以上，薪酬待
遇:年薪酬待遇包干核算8.5万（含五险一

金）。聘用后试用期为3个月，聘用期限
为1年。
联系地址：萧山区市心南路407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82666680
杭州丹燕花艺有限公司
花艺师若干名女性，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25-35岁，多年从事花艺工作；花艺实习生
若干名女性，大专以上学历，年龄25-35岁。
联系地址：萧山区恒隆广场3幢106-1号
联系方式：张小姐13606710116

邮箱：1270430188@qq.com
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宾馆
餐饮服务员若干名；餐饮跑菜员若干名；
厨师及学徒工若干名；前台接待员若干
名；洗碗洗菜工若干名。
联系方式：苏经理82881005、82881085、
82881035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驻店执业药师若干名，执业药师，具备执业
药师资格，联系杨经理13967145883；药店

营业员1名，联系杨经理13967145883；采
购员 2名，药学大专学历，联系洪经理
82371341；审方、接方员2名，主管中药师
或执业中药师，会电脑操作，联系曹经理
82677013；煎药工1名男性，有煎药经验者
优先，联系曹经理82677013；处方调配员1
名，中药学中专以上或中药调剂资质，联系
曹经理82677013。
联系地址：萧山区蜀山街道晨晖路101号
电子邮箱：4440669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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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社区人

最美萧山人

三代人的盘扣情结

在所前镇东复村一幢农居房里，71岁
的胡亚珍坐在女儿金志群旁边，看她手持
针线，静静地做手工盘扣。旁边一粒粒带
有灵气、色彩各异的一字扣、琵琶扣等盘
扣躺在盒子里，展现传统手艺的美感。

编盘扣的手艺，是从金志群的奶奶何
月珍那里传下来的。“奶奶年轻时是裁缝，
我小时候就常看到奶奶把裁剪下来多余
的碎布头收起来，折叠成细长的布条慢慢
编。”金志群说。

与盘扣真正结缘，是从金志群的父亲
金国权开始。1975年，金国权就职于所前
公社内一家中式服装厂，传统中国服装绕
不开盘扣。“那时候因为生产需要，允许带
材料回家中制作，我老婆就是从那时学会
制作盘扣的。”金国权说，在他的带动下，
大队里不少人尤其是农村妇女都学会了
这门手艺。

1978年，从中嗅到商机的金国权开始
自己创业。“起初，盘扣的样式比较单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唐装、旗袍等
服装兴起，盘扣的样式多起来了，我们也
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制作多种形状的盘
扣。”金国权说，耳濡目染之下，女儿金志
群也学会了这门手艺。

这两年，父女俩经常在样式设计和颜
色搭配上下功夫。盘花分列两边，有对称
的，也有不对称的，小小一枚盘扣，藏着最
独特的匠心。金国权说，盘扣里头的讲究
是很多的，有盘、包、缝、编等多种手法。
花样也繁多，比如最传统的是一字扣，结
婚要用双喜扣，老太太生日要用寿字扣
……

老手艺盼社会关注传承

金国权说，一粒盘扣，无论花样怎么
复杂，也只是一根布条盘到底，中间没有
断层或者接合。不同的盘扣，需要做不同

的布条，圆布条和扁布条分别适用不同种
类的盘扣。如果弄错了，就盘不出好看的
盘扣。

“盘扣的编法跟中国结相似，就是个
熟能生巧的过程。”金国权说，制作盘扣主
要有五个步骤——

一是裁，布条裁剪要均匀，长一尺二
寸、宽一寸二；二是翻，用专业钩子把布条
翻制成各种形状，比如条形、圆形，形成了
最终的材料；三是结，其实就是打头；四是
盘，根据客户的需要，盘成不同图案的扣
子；五是缝，把盘扣缝在服装上。

“你看，这么小一粒盘扣，其中却包含
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金国权说，随
着时代的变迁，愿意从事这门老手艺的人
不多了。他希望这门老手艺能引起社会
关注并传承下去，将其发扬光大。

金国权说，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喜爱
手工、有耐心、有创意、做事细致，他都愿
意传授编织盘扣的技法。有意者可以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82654321联系我们。

■记者 李小荣

本报讯 今年56岁的谢鸿雁
是星都社区的一名居民。退休
前，她是萧山宾馆的美工。退休
后，闲不下来的她成了社区垃圾
分类的一名志愿者。

谢阿姨说，接触垃圾分类是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她
在南阳走亲戚，发现亲戚家门前
整齐地放着两只分类垃圾桶，干
湿分离，清清爽爽。她想：“要是
小区的垃圾都能这么分，对环境
多好啊！”

此后，谢阿姨对垃圾分类上
了心，自学垃圾分类知识，并带头
在家里做了起来。

2018年 9月，星都花园的垃
圾分类工作逐步推开，小区同步
启动了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活
动，谢鸿雁主动报了名：“我很想
做这个事情，为美化环境做点贡
献。”她的爽快和热情感染了在场
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很快，星都
花园的第一批垃圾分类志愿者上
岗了，谢鸿雁就是其中之一。

星都花园共有6幢居民楼、
287户家庭。每天早上7点到 8
点，傍晚6点到7点，是小区居民
扔垃圾的高峰期，也是谢阿姨的
志愿服务时间。她的工作主要是
协助第三方服务人员，检查易腐
垃圾的分类投放情况，并逐个对
垃圾袋进行扫码登记。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
毅力。

高峰时期，谢阿姨在一小时
内最多要检查50余袋易腐垃圾。
她蹲在地上，丝毫不嫌垃圾脏臭，
神情严肃而又认真。在担任垃圾

分类志愿者的两个多月里，谢阿
姨一共检查了1000余只易腐垃
圾袋，为小区垃圾分类质量的提
升贡献了巨大的“能量”。

采访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记
者从星都花园第三方服务企业工
作人员口中得知，一直以来，谢阿
姨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接受过多
次化疗，也因此她出门总是戴着
一顶帽子。但是谢阿姨却从未主
动提起这点，依旧早晚坚守在小
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前，尽心尽责
地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

她的努力，小区居民们都看
在眼里：“阿姨，您年纪大了，身体
又不好，多注意休息，少操点心，
垃圾我们会好好扔的！”

最近，谢阿姨又有了新的目
标，她准备把自己参与垃圾分类
这件事写成文章，作为改革开放
40周年征文去投稿，文章的标题
是《你家也有二维码》。

目前，谢阿姨已经通过走访
周边小区、上网查找资料等方式
搜集了许多垃圾分类有关素材。
接下来，她还将报名参加星都花
园第三方服务企业组织的农村垃
圾分类资源化站点参观活动。谢
阿姨告诉记者，随着了解的深入，
越发感受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性。

社区工作人员说，正是有谢
阿姨这样无私奉献、热情服务的
志愿者，垃圾分类工作才能逐渐
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一环。

裁翻结盘缝 三代人情系这门老手艺
后继乏人呼吁社会关注传承

文/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章杰群
摄/记者 丁毅

盘扣，也叫盘纽，就是

旗袍上的纽扣。中式的盘

扣很精巧，它是用一种叫作

“袢条”的折叠缝纫布细条

盘起来的。

在所前镇东复村有一

户人家，三代人与盘扣结

缘。如今做盘扣的手艺人

越来越少，他们很想把传统

手艺教给年轻人，让其发扬

光大。

垃圾分类志愿者谢阿姨
两个月检查1000多袋易腐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