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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 8∶30-9∶30停丽二C119线
四季花城郁金香园3#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
厢街道四季花城郁金香园及其周边一带；9∶
30-10∶30停山水C817线山水苑4#公变：
城厢街道山水苑及其周边一带；10∶30-11∶
30停博览A017线湖畔宽邸11#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城厢街道湖畔宽邸及其周边一带；
13∶30-14∶30停湘四C403线旺角城9#公
变：北干街道旺角城及其周边一带；14∶30-
15∶30停抢二A018线中誉现代城1#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中誉现代城及其周边
一带；15∶30-16∶30停通二C784线金色钱
塘10#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金色钱
塘及其周边一带；8∶25分左右短时停电停龙
虎C704线46#杆龙虎C7045开关后段：南
阳街道赭山村、永利村、远大村及阳城酿酒、
中原机械厂、萧山万丰医药、圣山集团、中国
铁塔杭州市分公司、萧山电器塑料厂、兴旺
经编厂、永利植绒一带；8∶45-16∶45停龙虎
C704线38#杆龙虎C7043开关-46#杆龙虎
C7045开关：南阳街道赭山村及杭州萧山周
氏建材厂一带；8∶15-12∶00停龙虎C704线
赭山村7#变：南阳街道赭山村一带；8∶30-
17∶00停龙虎C704线坞里村6#变：南阳街
道坞里村一带。

5月7日 8∶30-12∶00停河口C160线

129#杆（河口C1606开关）：戴村镇佛山村、
青山村、汇燊基布业、家得好日用品、杰超
机械厂、蓝达工艺制品、青山粉末冶金厂、
华东轻钢建材等一带；8∶30-14∶30停城东
变萧绍A615线洄北Ⅱ开G22洄澜北苑6#
公变：城厢街道洄澜北苑及其周边一带；8∶
30-9∶30停湘四C403线蓝爵国际1#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蓝爵国际及其周
边一带；8∶30-10∶30停湘四C403线蓝爵
国际3#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蓝爵
国际及其周边一带；9∶00-16∶30停八大
C796线新港村4#变：瓜沥镇新港村一带；9
∶00-16∶30停国庆C794线坎山供电营业
所3#变：瓜沥镇国庆村一带；9∶00-17∶00
停振华C786线张神殿村4#变：瓜沥镇张神
殿村一带。

5月8日 8∶30-14∶30停城东变泰富
A599线育才分支开G13景苑公寓：城厢街
道景苑公寓及其周边一带。

5月9日 8∶30-16∶30停下颜A353线
111/08/12#杆（城山村 10#变跌落式熔断
器）：进化镇城山村10组等一带；8∶30-16∶
30停下颜A353线99/15/01#杆（城山村8#
变跌落式熔断器）：进化镇城山村8组等一
带；8∶30-16∶30停下颜A353线11/02#杆
（裘家坞9#变跌落式熔断器）：进化镇裘家坞

9组等一带；8∶30-16∶30停下颜A353线
01/05#杆（裘家坞10#变跌落式熔断器）：进
化镇裘家坞10组等一带；8∶30-14∶30停城
东变城四A617线丽华分支开G13丽华分
线：城厢街道丽华公寓、萧山区商业城商城
幼儿园及其周边一带。

5月 10日 8∶30-16∶30停东葛C642
线07/A12/07#杆（柏山陈8#变跌落式熔断
器）：临浦镇柏山陈柏山陈8组一带；8∶30-
16∶30停东葛C642线07/A12/10#杆（临北
村7#变跌落式熔断器）：临浦镇临北村7组
一带；8∶30-13∶30停通惠变宝盛C777线宝
盛分线09#杆开关：北干街道山河花园及其
周边一带。

5月 11日 8∶45-12∶45停团结A471
线48/07#杆曙光分线开关（自）：党湾镇老埠
头村、曙光村及梅西塑料制品厂一带；7∶30-
17∶00停前兴A491线前兴村2#变：瓜沥镇
（党山片）前兴村委一带；7∶30-17∶00停吉
洪C655线益农供电营业所1#变：益农镇红
阳路西段，东方红供销社一带。

5月 12日 9∶00-13∶00停永盛A323
线46#杆德意分线开关：靖江街道萧山区镇
靖江初级中学一带；7∶30-17∶00停吉洪
C655线益农供电营业所3#变：益农镇学工
路北段，汇德小区、红阳路东段一带。

5月6日 9∶00-17∶30停前峰961
线 137/16/17带电拆头，137/48/06#杆
新放导线与137/16/17/05#杆搭接等工
作（永兴）10kV前峰961线架空线路绝
缘化改造工程：腾鸿农业、光明三盈（一、
二）、坎山三盈、瓜沥围垦（二）、水良蔬
菜、坎山新凉亭一带。

5月7日 9∶00-17∶00停春光0810
线03/03#后段新放导线6档，新上春雷
村10#变 400kVA杆上变一台、春雷村
4#变低压割接至新设春雷村10#变（国
通）春雷村10#变、春元村9#变等低压台
区改造工程：春雷村一带。

5月8日 9∶00-13∶00停金星村7#
变台区增量工作（久邦）春光村3#变、春
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工程：大江东义蓬
街道金星村一带；9∶00-17∶30停义蓬街
道义蓬村青春04#变B08/04#杆用户割
接至义蓬街道金泉村 11#变。金泉村
11#变A01/01/02#杆电缆搭接，旧线拆
除等工作.(丰安)义蓬街道北街地块低压
线路迁改一期：新湾街道一带

5月9日 9∶00-13∶00停南沙村春

风6#变台区增量工作（久邦）春光村3#
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工程：义蓬街
道南沙村春风村水利十四局一带；13∶
30-16∶30停火星村2#变台区增量工作
（久邦）春光村3#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
增容工程：火星村一带；9∶00-16∶30停
原临佳站设为临佳站II段，三期一线，商
贸分线，三期二线，临纪线割接至临佳站
II段9#，10#，11#，12#。临佳站I段6#间
隔新敷电缆至临佳站I段7#间隔(丰安)
10kV临佳站开关柜更换工程：临江佳
园、中冠房产小区一带。

5 月 10 日 9∶00- 17∶30 停春风
A302线垦种分线01#-10#换线工作（久
邦）10kV春风A302线垦种分线等架空
线路绝缘化改造工程：新街垦种（一）、运
西村垦种、戴村半山村垦种一带；9∶00-
17∶30停江东0302线污水厂支线4/03#
仓北村11#变增容工作（国通）春光村3#
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工程：新湾街
道仓北村、污水处理一带；9∶00-17∶30
停20kV横配站乔瑞分线星乔瑞汽车零
部件增容工作：大江东星乔瑞汽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文/摄 记者 靳林杰

本报讯 “和顺小吃的烧烤人气最旺，
阿旺面馆的黄鳝面是萧山一绝……”说起
萧山美食，叶培超如数家珍。

叶培超的职业是专职美食试吃员，所
谓试吃员，顾名思义，就是试吃食品，提出
自己的感觉和改进意见，要求具有相当敏
锐的味觉。1994年出生的叶培超来到萧
山3年，已经吃遍了萧山大大小小近千家
餐厅，上到星级餐厅，下到街边小馆，不管
是海鲜、炒菜，还是火锅、烧烤，中餐、西餐、
自助餐，甚至哪家饭店属于什么菜系、主打
特色菜是什么，他都门儿清，在萧山算是一
名资深“老饕”了。

美食试吃员的主要工作是将自己对餐
厅的真实感受写下来，分享给大家，食客们
可以当成经验进行借鉴，而餐厅老板们也可
以此作为参考。叶培超告诉记者：“现在，许
多餐厅开业没多久就走下坡路，老板们还觉
得纳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时，我
们就能提供一些意见建议。”不久前，一家龙
虾店邀请叶培超前去试吃，这家店味道很
好，但人气不旺。在试吃中，他发现这家龙
虾店使用开背做法，且烹饪时间长，虽然味
道好，但肉吃上去很散，会让食客觉得原材

料不新鲜。他将这一评论分享给了店家，店
家很快采纳，更换了烹饪方法。

“对许多人来说，美食试吃员是一个很
有诱惑力的职位，以为只需要会吃就可以，
实则不然。”叶培超说。作为一名试吃员，会
吃是基本的，懂吃才是最为重要的，评论分
享美食并不简单。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试吃
员，在撰写美食评论时不能太主观，也不能

太片面，毕竟用餐体验不仅仅局限在味蕾。
比如，萧山一些民间小吃，外地人不喜欢，但
本地人十分追捧，因为这可能是许多本地人
小时候的美食，对这种食物有情怀。所以一
些美食的制作过程、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隐
藏的情怀都应该如实写出。同时，美食试吃
员需要有细腻的文笔，高超的拍照水平，能
最真实客观地传递“吃货”心得。

在试吃的过程中，叶培超认识了很多美
食爱好者，也有了很多粉丝。目前，他经营着
自己的美食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公众号，
里面他分享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体验，还时不
时就有粉丝福利，如打折信息、试吃机会等。
他也在与这些志同道合的美食爱好者的沟通
中，组建起了专业的试吃团队，以公益+商业
的运行模式开创了自己的美食事业。

叶培超说，现在许多餐饮店同质化严
重，味道大同小异，他想通过自己的试吃和
分享，成为食客和店家的桥梁，寻找有特色
的萧山好味道，把更多好的食物介绍给在
萧山工作生活以及来旅游的人们，把日益
消逝的萧山民间小吃寻找回来。

美食试吃员：会吃还要懂吃 吃出文化

聚焦新职业

■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张祥荣

本报讯 日前，在北干街道高田
社区，社区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和一
户房东手机上均收到了短信和电话，
显示一幢老年过渡房顶层一户住宅中
烟感报警器被触发，北干派出所、萧山
消防大队第一时间接警，并派人赶往
现场。不到一小时，工作人员成功控
制了明火并扑灭，未造成任何人员伤
亡。

据房屋主人时大伯介绍，他和老
伴在厨房烧好食物后前往隔壁邻居家
做客，忘记关闭火源，幸好烟感器感应
到烟雾及时报警。像这样的智慧烟感
报警器今年街道为辖区内的老年过渡
房已安装了1000余只。

“智慧烟感可以通过平台发短信
的形式，第一时间通知房东和相关负
责人，这为我们迅速处置奠定了基
础。”在高田社区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

眼中，该社区新装的智慧烟感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与传统烟感相比，智慧烟
感的信息化特点是火灾救早灭小的关
键一环，“安装烟感报警器，一旦发生
火灾，逃生机会将比未安装的住宅多
出50%。”

据悉，2018年，北干街道出资150
余万元，安装5000余只烟感报警器。
2019年，街道继续扩大辐射面，对拆迁
后集中安置的老年过渡房及街道安置
房内的居住出租房安装烟感报警器。

此外，北干街道除了智慧烟感这
一技防手段，物防和人防等传统防范
手段也丝毫不松懈。街道通过提升完
善社区微型消防站，统一安装电动车
集中充电桩，加强日夜巡查并形成常
态化等措施，着力构建人防、物防、技
防“三位一体”安全保障体系，打好一
套组合拳，筑牢一道严密的基层消防
防线，切实保障街道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

6000多只会报警的烟感器
守卫北干消防安全

位于湘湖压湖山岛的世界旅游联盟总部项目世界旅游博物馆，目前处于开工
准备及试桩阶段。建成后，整个压湖山岛将是一座生态景观公园。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世界旅游博物馆试桩

美食试吃员叶培超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袁园

本报讯 日前，所前镇组织南城
社区党支部、部分小区物业，联合区环
境集团投资公司在南城景园小区开展

“污水零直排 你我共参与”主题宣传
活动。

参加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向小区住户及沿街店铺分发“倡
议书”，并为来往群众讲解“什么是污
水零直排”“如何规范排水”等一系列

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不仅让
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民在整改过程
中予以配合，也让居民群众在生活中
积极监督雨污分流排查整改工作。”南
城社区负责人徐丽红说。

接下来宣传人员还将定期通过播
放小视频、发放宣传单，为住户耐心讲
解“污水零直排”知识等形式，让百姓
了解“污水零直排”内容，获取群众认
同感，为加快后期进场施工进度奠定
基础。

所前开展“污水零直排你我共参与”主题活动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沈莉

本报讯 日前，新塘街道在辖区
范围内开展了全域卫生大扫除，44个
村（社区）集中行动，街道联片领导和
联村干部深入到各自联系点，参与到
环境整治当中。

此次全域卫生大扫除行动中，城
市社区重点针对乱丢乱倒、乱停乱放、
乱摆乱占、乱涂乱画、乱行乱穿、乱运
乱撒等“六乱”现象进行市容环境卫生
整治，农村重点围绕垃圾乱倒、污水乱
泼、杂物乱放、广告乱贴、摊点乱设、房

屋乱建等“六乱”问题进行整改，督促
群众从边到角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巩固大扫除成果。街道对突出的问题
进行协调，对各村（社区）组织卫生大
扫除情况进行检查，对清扫不到位的
督促整改。

此次行动共出动780人，共清理
垃圾堆积物794处、279.8吨，清理钢
棚等乱搭乱建19处，清理乱挂乱贴牛
皮癣1507条，清理飞（废）线废杆37
条，严控车乱开99人次，严控乱摆摊
97处，严控新违建8处，修补路面破
损、修补园林绿化共85处。

新塘44个村（社区）集中开展全域卫生大扫除

■通讯员 应长根 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本月23-26日，新街街
道组织机关和各村社干部到浙江大
学，进行“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形势与
社会管理”等系列培训，并参观了长兴
县龙山街道的美丽乡村建设，使全体
学员受益匪浅。

在系列培训中，老师们的讲课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大量鲜活事例，使新
街参加学习的干部大为受用。江南村
党委书记徐观夫说：“现在村干部也要
学法知法守法，在处理村级事务中要
依法依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新

盛村党委书记王榕平表示，回去后要
进一步转变观念，理清思路，科学决
策，努力推进新盛的全面振兴。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经常对
乡村干部进行政策业务的培训，提高
他们的政治站位，使干部在改革发展
的前进路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前
行的方向，加速新街改革发展。大家
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镇
街好的经验做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找差距，挖潜力，鼓干劲，进一步明确
发展方向、目标和思路，以新的思想、
严的要求、高的标准，全力抓好工作任
务落实。

新街开展乡村干部培训

■记者徐文燕通讯员黄坚毅葛城城

为帮扶因大病造成经济困难的村民减
轻生活压力，义桥镇联三村做出了一个暖
心的举动，成立全区首家村级大病帮扶基
金会。

4月25日下午，义桥联三村大病帮扶
基金会成立仪式举行，该村党员、企业代
表、村民代表百余人参加。

联三村党委书记、基金理事会会长曹
永年说：“我们对生活要充满信心，坚持正确
看病。家庭的力量不够时，我们就要通过
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身边的人，发扬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体现和谐

的村级文化氛围，这也是本次基金会成立
的意义。”

现场，曹永年将自己任职以来所有的
工资全部捐给联三村大病帮扶基金会。

村级大病救助基金由联三村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等自愿捐赠组成。设立基金专
用账户，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基金会
暂由4 名理事组成理事会负责管理。当
天，首期募集到的13.2万元资金，也全部当
场捐赠给了村里23位病人。

记者现场拿到《联三村大病帮扶清
单》，据了解，此前村里对需帮扶的病人已
经进行了一次摸底，并对相关信息进行了
登记、梳理。

接下来，基金会还将组织下一期资金
募集。基金会的帮扶对象，要求户口所在
地为联三村，因大病或特殊情况造成家庭
经济困难的村民。村民一旦提出捐助申
请，一经理事会确认均可获得捐助。

另外，联三村村委班子经过调查并以
实际考虑出发，为目前就餐困难的7位生病
老人每日送午餐，饭菜由杭州永利百合实
业有限公司食堂免费提供。

义桥成立全区首家村级大病帮扶基金会
村书记捐出任职以来所有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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