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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回家路
■记者 王俞楠

“1月 18日（周五）打疫苗，1月
19日（周六）儿子生日，1月21日上午
10点半牙科涂氟，1月24日（周四）政
治10考场……”这是吴肃的一个习
惯，在手机上记录好重要的事情，以
免自己忘记。

吴肃的丈夫田勇是楼塔派出所
的一名社区民警，每天田勇城区、楼
塔两头跑，有时一周会有3天值夜班，
能顾上家里的时间并不多。为了打
消丈夫的顾虑，吴肃担起了家里照顾
老人和孩子的任务，这也是她在手机
上记备忘录的原因。

吴肃是一名高中音乐教师，负责
6个班的音乐教学，尽管每个班每周
只有一节课，但加上学校的艺术节、
音乐节，连续的节目排练加上案头工
作，忙起来要几个晚上加班。嗓子哑
了，对吴肃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

然而，不管有多忙，吴肃一直尽
力把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点。为了让婆婆在晚上能更好地休
息，她尽量抽出时间带孩子；为了增
加父子之间的互动，只要田勇有空，
她就拉着丈夫陪孩子去上早教课。
在吴肃的手机中还有一张备忘录，上
面记录着她打算带儿子出去玩的地
方：桐庐的忆松树岭、广州长隆、上海
海洋水族馆和长风海洋世界、杭州低
碳科技馆、进化镇吉山梅园……“有
时间了，我就想着多带他出去走走看
世界。”吴肃每次带着孩子出去玩，一
定会把婆婆和妈妈都带上，让长辈也
放松一下。

2017年是吴肃跑医院最多的一

年。平时很少生病的她因为断奶再
加上过度劳累引起了高烧，导致扁桃
体化脓，最后变成了肺炎。当时她连
续2个多星期，每天跑医院扎针，就连
除夕也是在医院度过的。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让田勇请假。

“只有我把老人和孩子都照顾好
了，他才能在工作中没有顾虑。”吴肃
说，两人相识之初，田勇是经侦大队
的民警，婚后不久要到基层锻炼，征
求她的意见。对于丈夫的决定，吴肃
全力支持，她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大
半边天，成为这个家庭的守护者。

■记者 朱林飞

本报讯 “高师傅，今年春节回家吗？”
“高铁票已经买好了，28日一早走。”

这几天，湘域湾小区的业主进出时，
总会跟高师傅打招呼，问他回不回家过
年。随着春节临近，高师傅的心情也越来
越好，他的手机里存满了老婆发来的视
频：大孙子放假了，小外孙来家里玩了，家
里腌起了猪腿，宰好了大白鹅……虽然离
家近500公里，但通过微信，老婆每天都
会把老家的实时动态传递给高师傅。

高师傅今年53岁，老家在安徽淮南风
台县，2016年来萧山打工，一直在湘域湾
小区当保安。他人和气，平时总是笑眯眯
的，见了谁都会主动打招呼。一到年底，

很多小区的值班保安总是轮不过来，湘域
湾也是如此。为此，高师傅有两年春节没
回家。

“实在走不开，每年都有同事回去过
年，值班的人排不过来，我就等到年后空
点再回家一趟。”春节期间，小区里有很多
业主也回了老家，高师傅尽心尽职地守在
保安室里，叫不到外卖吃，就自己带些泡
面干粮，难免有点冷清。

今年，家人老早就交待高师傅，春节
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团聚。高师傅早早地
去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也同意了，说他
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人手再怎么紧张
也要让他回去。

为了顺利买到票，高师傅早早下了手
机软件，一连抢了几天，都没有买到火车
卧铺票，临时决定改坐高铁，终于抢到一
张1月28日早上6点50分的高铁票，票价
225元。高师傅说，对自己来说票价贵了
点，不过一年回一次家，这点钱还是舍得
的。家里啥也不缺，他什么也不用带，只

要人平平安安到家就好。
高师傅回忆说，10多年前他在广东打

工时，每到春节回家，那可真是一趟艰辛
之旅。这么多年过去了，挤在火车过道里
随着车子晃悠悠的感觉还那么清晰。“与
那时相比，现在不知轻松了多少倍啊。想
要早点到家，就可以选择坐动车或高铁，
买票也方便多了，不像以前，要一趟趟跑
火车站排队。”

高师傅家在风台县郊区，这些年随着
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大大改善。现在回
家，他可以直接从杭州坐到淮南，再转两
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家门口了。高师傅
说，他都计划好了，28日凌晨5点半打的
去火车站，6点50分坐上高铁，10点15分
就可以到达淮南，再坐一个半小时公交
车，差不多中午12点就可以到家了。

“老婆在手机里跟我说了，那天中午
会烧上几个我爱吃的菜，两个女儿也会带
着小孩在家等我，盼着跟我相聚呢！”说到
这里，高师傅笑开了花。

连日来，萧山博物馆江寺民俗文化馆门口人头攒动，萧山首次门票文化展览——萧山
二职门票文化研究教学成果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据悉，萧山二职把校园文化与专业文
化结合，大力开展门票文化的教育教学研究，门票文化研究从杭州走向浙江，走向全国。

记者 刘殿君 萧山网记者 赵麟溢 通讯员 张维超 摄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昨天是“五九”的第一天，想
必大家早上已经感受到了让人瑟瑟发抖
的冷意。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早晨最低气
温降至-0.1℃，不过好在白天有太阳助
力，气温回升快，全区午后最高气温在
11℃左右。

接下来一直到1月30日，受高压系统
控制，天气还是熟悉的阳光加白云配置。
30日夜里起，阴雨到来。不过，这次雨水
持续时间短，预计在31日下午就渐渐停
止；雨量也不大，仅有小雨量级，不会对出
行造成太大影响。从31日夜里起，又是
一路晴歌连唱。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交替影响，未来
几天气温变化幅度很大：今明两天气温平
稳上升，30 日最低温度 8℃，最高温度

20℃；而在31日，温度大跳水，最低温度
2℃，最高温度9℃，随后气温再次回升。
温度如过山车，大家可要根据最新的气象
信息，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临近年关，不少新萧山人已陆续踏上
返乡之旅。本周伴随着3次冷空气接连来
袭，我国中东部气温会出现“降—升—降”
的状态，上下波动明显；南方阴雨范围也
将扩大。春运期间，出现雨雪天气会对道
路交通产生不利影响，大家在出行前要查
好路线以及通车情况，以免耽误行程。30
日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基本上会再度回
到偏暖的状态，其中东北偏暖明显，江南
一带也会在30日当天最高气温攀升到
20℃上下。1月底还将有一股实力较强的
冷空气影响我国，届时大部地区的气温将
下降4℃—8℃，部分地区降幅可达10℃
以上，同时还会刮起4—6级偏北风。

另外，今天已是农历腊月廿三，北方
人把这一天定为“小年”。传说这一天要
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年三
十才回家。按照民间习俗，小年这天要团
团圆圆吃顿饭，祭一祭灶王爷。

不过，南方的小年要和北方差一天，
是腊月廿四。这是因为“小年”在古代有

“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官家的小年是腊
月廿三，百姓家是腊月廿四，水上人家是
腊月廿五。而北方在南宋以前是政治中
心，受官气影响较重，所以小年多为腊月
廿三。南方远离政治中心，小年为腊月廿
四。等过小年之后，春节气氛就越来越浓
郁。每一天都有迎新习俗——廿四迎傩
（音同“挪”，指旧时迎神赛会，驱逐疫鬼）、
打尘埃，廿五接玉皇，廿七祭春牛，廿八剪
窗花，廿九迎门神、写春联。春节进入倒
计时，大家期待的春节长假也快到了。

■记者 项亚琼

如今开车行驶在育东路上，相比
之前感受大为不同，这与去年年初开
展的住宅小区车库违规使用专项整
治行动不无关系。

原来，这里的车库原先被人为改
造,用于出租经营，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去年3月19日，城管部门以育才
东苑（育东路北侧）22处违规使用的
车库为试点，借力“四个平台”，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车库违规使用集
中整治。为维护城市美，城管城厢中
队一分队的分队长陈琪和同事们下
了一番苦功。

“前期，我们通过每日走访掌握
辖区内住宅小区车库违规使用情况，
及时收集社区在调查摸底阶段遇到
的困难、问题。”陈琪说，在结合职权
范围进行尽可能解释的基础上，加强
与相关法制部门、规划部门的沟通探
讨，做好梳理解惑工作。育东路集中
整治后，居住与交通环境大为改善，
这让陈琪觉得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7年10月底，城厢中队试点
开展住宅小区违法建设信息登记报
告制度。这项制度推行后，辖区内各
小区物业人员加强了对进入小区的
建筑施工材料、人员与车辆的管理，
加大了违法建设宣传力度。一旦发
现有疑似违建的情况及时上报，城厢
中队也及时响应并会同社区、物管赶
赴现场落实整改举措。

去年1月初，辖区内一业主私自

在楼顶搭建了砖混结构的违法建筑，
在劝导业主自拆无果后，物管立即报
告城厢中队和社区。陈琪和同事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对接城厢
街道着手拆除事宜。本着“即查即
拆”的原则，当天下午，街道组织拆除
工人，会同中队、社区、物管共同对该
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陈琪说，维护城市美好环境，必
然要打“民心仗”，只有把群众的利益
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才能赢得广大
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为工作两年没回家 高师傅今年可以返乡了

日前，由区总工会组织的“心系归途人温暖回家路”活动正式启动，爱心班车将陆续发往河南、
安徽、四川等地，让外来职工和家属免费返乡过年。

记者 丁毅 靳林杰 通讯员 瞿波 摄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这种情况烟草证会被吊销吗？

网友“鼠虎蛇马羊”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已办理烟草证，但有半年没有
进过香烟了，这个烟草证会被吊销吗？

区烟草局回复：2016年7月20日起施
行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
一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领取烟草专卖许可
证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视同歇业。烟草专卖局应当收回其烟草
专卖许可证。

瓜沥七彩小镇公交站
什么时候启用？

网友“党山萝卜干”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瓜沥七彩小镇公交站什么时候
启用？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目前瓜沥七彩小
镇公交站还处于公交配套基础设施改造
完善中，待改造完毕通过审验后，公交公
司将予以第一时间启用七彩小镇公交站，
并对周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以方便
市民公交出行。

时代大道东方文化园门口
通行急需优化

网友“swallow219”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每天早高峰，南往北时代大道
东方文化园门口必堵无疑。理解时代大
道在改高架，会带来一定的交通困难，但

是有几方面肯定是做得不够合理的：一是
施工红线范围不合理，东方文化园往北只
预留两车道太少；二是交通标示和灯控没
有因为施工而优化，南北向左转没有设置
待行区，东西向应该禁止非绿灯右转，提
高南北向通行效率；三是机非混行和南岸
花城、奇景佳苑路口违停，经常占据两车
道中的一个，临浦中队和闻堰中队管理交
接成了盲区，没人管；四是早高峰时，施工
单位在小砾山桥上封道施工。

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回复：义桥时代
大道由于高架改造，道路持续施工，道路
变窄，对正常行车带来了影响。我们正积
极和施工方联系讨论，寻求最优的施工范
围和施工时间。

网友提出的交通信号灯和标示问题
及相关建议，已经告知路政。路政部门表
示，将根据道路上车流量情况进行妥善调
整。至于违停情况，我们已多次要求辖区
警务室加强管理，不定期对该路段进行劝
导及贴单处理。

爱心班车启程

十佳警嫂

城管先锋

晴久必雨 春节前最后一周气温起伏大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吴肃：家庭背后的守护者

陈琪：打好“民心仗”维护城市美

门票文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