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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义桥镇成功
入选2018年度浙江省书香城镇。

据悉，省书香城镇评选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等联合

评定，旨在充分发挥全民阅读先进典型的
引领示范作用，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义桥镇近年来大力开展全民阅读和
家风家训工作，扎实推进农村图书馆和农
村农家书屋的借阅流通工作，“书香城镇”
花落义桥可谓实至名归。

2018年，义桥镇投资200多万元的镇
图书馆于全民阅读日当日开馆。走进镇
图书馆借阅区块，原木色的书架、敞亮的
空间、整齐的书籍，幽幽书香弥漫，让人不
自觉放缓脚步。图书馆建成面积1300平

方米，其中阅读区块600平方米，并配套建
有陈列馆、渔浦大讲堂、资料室等。据区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义桥图书馆全馆预
计可藏书4.5万册，目前已藏书3万册左
右，为全区最大镇街图书馆，馆藏量在南
片最为丰富。

镇图书馆开放，也带动了义桥镇全镇
农家书屋的对外开放和图书借阅工作。去
年一年，义桥镇全镇图书借阅量达到11.7
万册，其中镇图书馆借阅量达到了6万册，
成为全区最大的镇街图书借阅平台。

同时，在节假日期间，义桥镇图书馆

还组织志愿者，免费为广大读者开展服务
活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以镇图书馆为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阵
地，义桥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渔浦
家书”系列活动为例，“渔浦家书”书信大
赛、“见字如面”诵读比赛和“指尖上的家
书”征集活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
大家的踊跃参与下，共收到“渔浦家书”征
文200余篇（首），“指尖上的家书”3737
封。经专家评委认真评选，产生了22篇优
秀征文，50 封优秀家书，21 个组织奖。
2018年12月5日，义桥镇渔浦诗词朗诵晚

会在民丰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表彰了上
述活动的获奖者。与此同时，晚会融合了
渔浦丰富的诗词歌赋元素，有诗朗诵、飞花
令、古诗串烧等，既向观众展示了深厚的渔
浦文化，也重燃民众对渔浦诗词的热情。

不仅如此，作为全区亲子阅读示范单
位，义桥镇妇联立足学校、家庭，扎实推进亲
子阅读活动。以专家授课、现场活动为手
段，让阅读走进寻常百姓家，获得好评。正
如创建材料中所言，书香温润千家万户，让
义桥成为一座充盈书香的城镇，成为真正富
有精神气质、创造活力和文化魅力的城镇。

渔浦飘书香 省级“书香城镇”花落义桥

1月9日，位于商业城沿街路上已经挂起了红彤彤的大灯笼，喜迎农历新年的到来。
通讯员 傅灿良记者 傅展学 摄挂灯笼 迎新年

■通讯员 应长根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新年第一天，任关庆就来到
萧山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献上了2019年
的第一次血，这也是他累积第102次无偿
献血了。

任关庆是新街街道长山头村人，别看
他已经58岁，但身体相当硬朗，即使是寒
冷的冬天，他也照样用冷水洗澡，平时几乎
不伤风感冒。

“献血，是救人的事，我多献一次血，对
病人来说可能就多一份希望。”任关庆清
楚地记得，第一次献血是在2001年的一个
初夏，他骑着电动车在市心广场附近，看到
很多人在排队献血，工作人员则在介绍献
血的意义与注意事项。“献血对身体没什么
损伤，何不也献一次，为抢救生命做点贡
献。”于是，他通过身份填写，指标抽验等，

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无偿献血。当任关庆拿
着红彤彤的献血证书回家时，妻子看到了
也挺高兴，说：“关庆，你献血了，下次，我也
要去献血，我们要成为‘义务献血之家’。”

2013年，任关庆听朋友说起，他的一
个朋友在上海住院，每天需要输血，原本贫
寒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了。听到这个消息
后，任关庆想，他虽然不能在物质上帮助那
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但却可以赶到上海，
为患病的他献血。就这样，在一个星期六
的早晨，任关庆和朋友一起来到上海的医
院，为那位患病的朋友，一次献上了600毫
升的血。

2006年，萧山有了血小板提取技术，
任关庆又加入了献血小板的行列；2007年
他又进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随
时准备为需要者捐献骨髓……现在，他每
年固定四五次去无偿献血服务中心献血，

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认识这个暖心的
“老大哥”了。他说，献血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一想到自己的一个小小举动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人，就很满足了。

当任关庆所在的企业负责人听到他近
20年来坚持无偿献血后，对他也是赞赏有
加：“我们企业也要开展向关庆师傅学习的
活动。把他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融
入企业的生产生活中，激励更多的人做好
事，做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面对社会的肯定，同事的赞赏，有些腼
腆的任关庆说：“只要我身体允许，我会一
直捐献下去！”

长山头村有位“百次献血英雄”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钻研 20余年，经历上万次
失败，克服实验场地、经费、技术等诸多
难关……楼塔乡贤、中国药科大学楼凤
昌教授终于从银杏叶中提取、研制出了
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新药——银杏
二萜内酯与银杏二萜内酯注射液。1月
8日，该项目荣获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据了解，该药与现有银杏叶提取物药
剂相比，成分明确、机制清晰、疗效更优、药
物经济学价值更高。“1公斤的绿色银杏叶
大概可以提取1克这样的组合物，我的提
取方法可以达到98%的纯度。”楼凤昌向记

者介绍说。
这位了不得的老人，是杭州市萧山区

楼塔镇雪环桥头村人，现已83岁高龄，当
地人称“神仙太公”、编著《医学纲目》的明
代御医楼英十六世孙。2017年底，他与其
余29位楼塔籍知名人士及各界精英专程
回到家乡，参加我区首届萧山人大会，并来
到家乡楼塔进行联谊考察活动，听乡音、植
乡林、品乡味。

记者了解到，1987年，从英国回来的
楼凤昌，便开始了银杏内酯的研究。他花
了二十几年心血，经历了上万次实验失
败，最终才收获了一条成功的路。1992
年，楼凤昌成功从银杏叶中提取出银杏总
内酯，银杏内酯 K 对血小板活化因子

PAF的拮抗作用最显著，所以为了提取该
成分，楼凤昌和团队又经过长期研究实
验，通过创新工艺，得到了效应最佳的银
杏内酯A、B、K成分比例，研制发明了上
市新药——银杏二萜内酯及其注射液。
据悉，银杏二萜内酯及其注射液于2012
年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2014年被
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17年纳入国
家医保，累计销售4.37亿元，成为了现代
中药创制的典范。

作为知名乡贤，近年来，楼凤昌多次回
家乡，对家乡发展中医药文化提出了不少
意见与建议。作为楼英后人，他对楼英医
学也颇有研究，特别是对楼英“惠天下”的
普世理念深表认同。

楼塔乡贤楼凤昌获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

本报讯 昨日，瓜沥镇举行第十六
届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回顾总
结2018年工作，研究部署新一年工作
目标和主要任务。

今年是瓜沥第三轮小城市培育试
点三年行动计划的决战之年，瓜沥全
镇将牢牢把握“后峰会、前亚运”的历
史性机遇，紧紧围绕浙江省大湾区建
设和杭州市“拥江发展”行动计划，对
照萧山区“一二八”组合拳要求，深入
实施“兴城拓港”战略，以备战亚运为
总牵引，立足于深化经济建设、加快环
境提升、强化创新驱动、扩大有效投
资、改善社会民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
现代化临空新城和省内一流小城市。

具体抓好五大重点，即深处着力
抓改革，有效促进体制创新、完善规划
格局，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保持

定力促转型，着力打造临空发展平台、
推进重量级项目、稳定实体经济，做强
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全心全力优环
境，强势推进控违拆违、巩固水岸同治
成果、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实现生态质
量的明显进步；挖掘潜力促提升，持续
打造城市地标核心、推进大交通体系
建设、提升城市基础建设，增强城市繁
荣的辐射能力；凝心聚力惠民生，突出
抓好美丽乡村、发展民生普惠、保障平
安和谐，丰富乡村振兴的普惠内涵。
同时，做好五个“再”的文章，即促进从
严治党再发力，做到强基固本再深化，
实现党建品牌再创新，推动“清廉瓜
沥”再深入，确保党建合力再加强，坚
定不移强化党的建设，为“兴城拓港”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周婷 沈国强）

本报讯 昨日，河上镇召开第十
三届党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大会
总结回顾了2018年主要工作，研究部
署2019年发展任务，动员全镇上下全
力加快建设强富美高的“城市栖息地，
活力新河上”。

2018年是河上发展历史上的一
个拐点，大事不断、喜事连连。乡村振
兴成果凸显；产业新城签约潜力无限；
在“一核两翼、多级助推”的作用下，新
旧动能持续转换；古镇换新颜，顺利通
过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复验；乡村
旅游动力强劲，创建成为全区唯一一

个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全年共接待
游客超40万人次；各类民生保障让群
众生活幸福感节节攀升。

2019年则是河上实现赶超发展的
一个新起点，是萧山进入亚运时代、河
上进入产业新城时代的重要一年。新
的一年，河上要全力打好“一二三五五”
组合拳，围绕“河上要争做乡村振兴、赶
超发展的标杆和示范”总目标，推行“产
城融合、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开展“三
大战略的纵深推进之年、高质量发展的
扬帆突破之年、重点工作的突围攻坚之
年”的三个年活动。（杨圆圆 王军良）

本报讯 昨日，益农镇第九届党员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大会回顾总结
2018年工作，研究部署2019年党的建
设和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

2018年是益农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转折意义的一年。该镇紧紧围绕

“融入大平台、实现大发展”的总体目
标任务，以“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建设
发展、环境生态建设、社会民生发展”
为主线，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营造
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顺利完成开发
区产业区块第二轮征迁，做好万向钱
潮、恒逸逸宸等大企业进驻过渡工作，
打赢农村超面积辅房整治攻坚战，实

现“最多跑一次”个人业务就近办，巩
固小城镇综合整治长效管理成果。

2019年是开启产业新城建设，努
力实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之
年。该镇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重
点，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为动力，紧
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益农拓展区块
发展机遇，加快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建
设，勇当产城融合的排头兵。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思想政治
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凝聚
精神力量，夯实基层基础，锤炼益农铁
军，打造“清廉益农”。 （龚洁）

本报讯 9日，南阳街道召开2019
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总结2018年街
道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分析近期安全
生产形势，部署安排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工作，确保街道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会上，各条线分管领导分别从
2018年度街道安全生产工作、消防工
作和社会治安、出租房管理等工作方
面汇报，并就2019年各项工作进行部
署。6家企业和4个村签订了2019年
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南阳提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岁
末年初，尤其是各级“两会”召开之际，
安全的底线思维不能松，严防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要提高安
全意识，加强管控能力，加强领导和组
织体系，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增加社会
化管理机制；要结合年前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的特点，从源头管控，防患于未
然，抓好隐患排查治理。相关职能部
门要切实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
全隐患的整改，发现问题严肃处理与
追责。通过安全检查整改，各企事业
单位和各职能部门要认真总结，从隐
患排查治理、事故预测预警、应急处置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
高规范化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各类事
故发生。 （刘殿君 高佳美）

瓜沥突出五大重点 着力打造“双一流”小城市

河上要做乡村振兴的标杆

益农大力推进产业新城建设

南阳部署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