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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钱长奎：希望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2019年第一天
我们这样过

■记者 项亚琼

新年第一天，尽管天气依旧
寒冷，但停泊在江寺公园内的采
血车上，却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

10：00刚过，钱长奎就来到了
采血车旁，熟练地填起了表格。

经过检测，钱长奎的身体情况符
合献血要求，很快他被安排进入
到了采血环节。撸起袖子，医务
人员将针头插进了他的静脉血
管，只见鲜红的血液顺着管子快
速流进了来回震荡的储血袋内。
这一次，钱长奎一口气捐献了300
毫升鲜血。

今年 45岁的钱长奎，在新塘
经营着一家食品公司。昨天刚刚
送完货回来路过江寺公园的他，
兴奋地加入了献血者的队伍。而
这，已经不是钱长奎第一次献血
了。“从 2008年开始，我基本每年

都会参加献血活动。今天是新年
第一天，意义更加不同。”钱长奎
说，无偿献血能帮助他人挽救生
命，他想以这种方式，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自 10年前第一
次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后，这些年
来，献血已成为钱长奎的自觉行
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说，今
后还会继续参与到类似的公益活
动中来，展现志愿者特有的美好
品质。

“谢谢你对无偿献血工作的
支持。”现场的医务人员介绍说，
冬季的临床用血量相对较大，由

于天冷使得外出的人流量减少，
参加街头献血的市民也相应减
少，从而导致冬季成为无偿献血
淡季。这几天气温骤降，街头采
血量有所下滑，但不少热心市民
仍冒着严寒赶来献血，着实让他
们感动。

2019 来了，新年新气象，新
年新希望，献血就是送给病人生
的希望。“2019 年，我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
伍中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钱长奎说。（详见图⑤⑤）

■摄影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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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引导员范应樑：希望萧山在新的一年“腾飞”

早餐店店主郭建平：早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萧山大妈翟文娟：盼望安置房抽到一个好楼层

地铁建设工人卢迪：愿地铁给人们带来更多便捷

主妇徐小花：每天陪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汪关松夫妇：新年住上了新房 祝愿孙辈健康成长

“海归80后”李吉光：期待更多科研人才选择萧山

110接线员徐兰：守护城市平安 给市民送去幸福

■记者 李小荣

凌晨 04:00的萧山，沉浸在一
片静谧中。萧然南路街头，一家名
叫“洪桥烧饼”的小店里泛着昏黄
的灯光，在大街小巷中显得有些形
单影只，又在寒冬里透出丝丝暖
意。

1月1日新年第一天，如往常一
样，郭建平在自己的早餐店里忙碌
着。店门口烙着热腾腾的大饼，油

条在油锅里“滋滋”地打着滚儿，茶
叶蛋刚刚出炉，街头飘着一股温热
的香味。郭建平双手忙个不停，一
会儿翻翻烧饼，一会儿将老顾客的
订单打包好。屋内，妻子则在磨豆
浆、蒸包子。

“郭师傅，老样子，90根油条，带
走。”凌晨 4点多，店里来了一位常
客，从郭建平店里带走了两袋子油
条，两个人口里互相传递着简单美
好的祝福：“新年快乐！”此时，郭建平
的手机也传来了“您有一份订单，请
及时处理”的声音。没一会儿，外卖
小哥也来到郭建平的店里取外卖。

这是他一天繁忙的序幕。尤
其是到了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小小

的店里总是挤满了人。吃早饭的
声音、热乎乎的炸油条声音以及街
边渐渐多起来的各种声音汇成了
一首交响曲。郭建平和妻子总是
笑眯眯地、忙而不乱地为客人递上
新鲜热乎的早餐。

郭建平是台州仙居人，7年前，
郭建平携家人来到萧山，看到萧山
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萌生了在这里
定居的想法。那时，他在萧然南路
租下了这个小店，开始做早餐生
意。每天凌晨 0点，郭建平和妻子
便来到店里开始繁忙的一天，直到
中午 12点才忙完回家。工作虽然
辛苦，但郭建平也很享受这份忙
碌：“家里的两个小孩都在上学，正

是用钱的时候。在这里开店几年
了，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还不错，
忙点累点但日子有奔头。”

在这家小店里，郭建平还收获
了很多暖心事。有时过于忙碌，给
顾客多找钱了，顾客总是退还给
他；有时顾客忘了付钱了，过个两
天又专门来付钱。这些点点滴滴，
都让郭建平觉得，这是一座美好的
城市。

2019年新年第一天，郭建平许
了一个朴实的心愿：“一家人健康
平安，孩子学习更进一步。”同时，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和妻子勤劳的
双手，能够在萧山拥有自己的一套
房子扎根下来。（详见图②②）

■记者 洪凯

6：00，家住靖江街道的翟文娟
大姐穿戴一新，雷打不动地从家里
出发，前往家门口的公园锻炼身
体。

冬日里的清晨伴着寒意，天还

没有亮透，地上薄雪未消。但家门
口的公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已有
老人身着练功服打着太极拳，舞着
太极剑，矫手顿足，行云流水，让过
往的人群目光流连，微笑赞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常吃
的穿的跟过年过节没什么区别，大
家都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只要不
下雨，公园里每天都有人来晨练。
现在天气冷来的人不多，但夏天这
里可热闹了。”翟大妈边说着，边跟
公园里的熟人打招呼。然后，径自
走上锻炼器材，走了一会儿“路”，

然后走到吊环下面开始拉吊环。
今年 56岁的翟大妈是一名的

家庭主妇，年轻时忙于生计，她说，
那会儿农村里不要说有健身器材，
连公园都没有。“改革开放后，农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策
好，不仅家门口建了公园，还安装
了健身器材，走几步就能锻炼身
体。如今，儿子已成家立业，事业
有成，对我们俩唯一的要求就是保
重身体。”翟大妈说，如今拿着养老
保险，生活没有负担。但闲不住的
她经常跟村里的老伙伴们一起做

点缝衣服的手工活，大家在一起说
说笑笑蛮开心的。

几年前，翟大妈家的房子拆迁
了，搬进了装修一新的商品房过上
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这是她做
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于现在的生活，翟大妈很满
意。对于新一年，翟大妈说：“没啥
特别的心愿，就希望一家人开心快
乐地生活。今年拆迁安置房造好
要分房了，我们去看过了，造得可
漂亮了，希望手气好点，到时能抽
到好点的楼层。”（详见图③③）

■记者 郭立宏

9:00，记者走进地铁 5号线位
于金城路的育才路站建设现场，探
访节日期间仍然坚守岗位的一线
建筑工人。

爬下陡峭的钢架楼梯，看到的
是已经挖好的明挖隧道，大约步行
100多米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家
伙，正在匀速向前推进。

这是专门用于挖地铁的盾构

机，此时正一边将挖掘出的土壤通
过顶部传送带转运出隧道，一边又
将用于建设的隧道内壁水泥板运
到盾构机最前部进行安装铺设。

记者通过盾构机旁仅有的 40
多厘米狭长小路，来了盾构机的驾
驶室旁，只见两名地铁建筑工人正
在对设备进行临时维护。经了解，
这是来自辽宁的师徒二人，师傅叫
卢迪，今年38岁，是盾构机司机，徒
弟徐兆波 23岁，盾构机设备管理
员，师徒俩在这台盾构机上已经搭
档了1年半时间。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在不
到3平方米的操作台空间内和边上
40多厘米狭长铁板路上来回忙碌，
他们的任务就是保障盾构机安全

前进。“我们需要在这里连续工作
12个小时，直到下一班同事来换
班。”他们告诉记者，盾构机一旦启
动，便是 24小时不停机工作，直到
这一段隧道被挖通为止。

一名盾构机司机每天的工作
任务除了保障盾构机正常稳定向
前推进外，每一环退完后，还要测
一下盾尾间隙，防止盾尾卡住管
片。为此，卢师傅不敢有半点马
虎，坐在操作台内紧盯盾构机运行
的各项数据，稍有偏差就让徒弟徐
兆波去检查，徐兆波则需要不停地
在盾构机上来回检查设备，并根据
师傅反馈的信息，确保机器各个部
件正常运行。

“像这样状态，每天从早上6点

开始，持续到晚上 6点。忙起来的
时候，就在隧道里吃饭。”徐兆波
说。隧道内潮湿，有时候阴冷，有
时候又会很热，再加上机器的轰鸣
声，高度集中的一天下来已是疲惫
不堪。

但他们告诉记者，当每天来回
走在自己新挖好的隧道内时，会有
一丝的成就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能够参与到一
座城市的发展建设是一种幸运。
为此，他们对自己修建的地铁更是
充满信心和期望，希望新的一年，
早一点建好地铁，早一点测试运
行，让更多萧山人能够早一天享受
到地铁带来的更多便捷。（详见图
④④）

■记者 王俞楠

随着城市的夜幕逐渐降临，一
盏盏灯被点亮，饭菜的香味在街头
巷尾弥漫开来，让人感受到了这座
城市的温暖。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共进晚餐是件寻常事，但对俊良社
区的徐小花阿姨却有点特殊。

17：30，在徐阿姨 94岁的母亲
家中，厨房里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客厅里，几个大人围坐在
一起聊着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偶尔
还因为 2岁幼儿的言行不时发出
阵阵笑声；卧室里，儿女、孙子、曾
孙陪着奶奶一起聊天，看着电视。
这样一幅好似只有过年才会出现
的阖家欢乐场景，在这个家里却几
乎每天如此。

十多年来，徐阿姨家的晚饭一
直都是在母亲家中准备的。她告
诉记者：“母亲年纪大了，自己烧饭

不方便。以前忙，现在我们也都退
休了，有空了，烧个饭陪陪母亲也
是儿女应该做的。”

徐阿姨兄弟姐妹7个，除了老
大一家因工作在武汉，其他兄妹几
个有空了都会带着儿女、孙子孙女
过来搭伙吃饭。客厅的一角竖放着
两张圆台面，一大一小。徐阿姨边
做着开饭的准备，边向记者介绍，平
常10个人左右用小的就够了，来的
人多了就要把大的拿出来了。

“今天你买点啥，明天我带点
啥。每天吃饭的人都不一样，但是

家里一直很热闹，母亲也很开心。”
徐阿姨告诉记者，除了家里人，社
区的张书记和工作人员也经常来
看望老人，像前不久，他们还带着
社区里大家一起做的棉鞋、靠枕、
绢花过来。

问起 2019年的新年愿望，徐
阿姨表示自己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现在家里的几个孩子都结婚
了，我们也没什么要操心的事情
了。就希望全家人都能陪着母亲，
大家多在一起聚聚就很开心了。”
（详见图⑥⑥）

■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张祥荣

19:00，刚住进新房的汪关松
夫妇准时打开了电视，夫妻俩聚精
会神地看起了新闻联播，腿上还盖
着红艳艳的毯子，身后的白墙更是

应景地贴了张福字。
据了解，汪关松夫妇是北干街

道荣庄村的村民，去年抽签分到安
置小区丰润家园的新房，经过数月
的装修，在 2019年元旦来临之际
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从
此，他们告别了在外租房的日子，
搬进新楼住进了新家。

“自己的新房住起来就是舒
服。”汪关松高兴道。客厅的红木
桌上摆着高清电视，旁边放着相框
和一些小零食，不远处就是休息时

坐的米白沙发，沙发上还折叠着一
块厚厚的红色毛毯……走进汪大伯
的家，生活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想了很久，要怎么布置，要用
什么样的家具。”汪大伯兴奋地说，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家的样子！”
据悉，荣庄村丰润家园安置小

区可安置 463户农户、共 2440人。
共有 14 幢高层安置楼房，共有
1493套各式户型的房源，其中汪
大伯家就是70平方米的户型。

“我们在 2018年春节前夕完

成分房，是近年来北干街道安置小
区分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北干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一年的
装修，2440名征迁户基本上都已
入住。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我们打
算去超市买点年货，过年的时候热
闹热闹。”住进新房的喜悦让汪大
伯对春节的期待日渐增长，“新的
一年新的气象，就希望孙子们能健
健康康地长大，我和老伴也开心。”
（详见图⑦⑦）

■记者 王艺霖

在萧山，有数以千计的科研技
术人才为数字经济添砖加瓦。他
们中大多数不是本地人。而在这
背后，是营商环境、人才政策在持
续发力。

21:00，杭州湾信息港 C 座 8
楼，李吉光还在实验室里做材料测
试，整个公司只剩他一人。对他而
言，在实验室里度过新年的第一
天，心里很踏实。

这是一个标准的“海归 80

后”，旅美 1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的高材生，研究的是普罗大众很
少听说的微电子领域。如果从数
字经济的角度来谈，这是为物联
网、数字经济提供硬件支撑。

李吉光是杭州“521”人才计划
的“入选者”。去年，他带着自己的
项目——集成纳米材料的红外传
感芯片来到萧山。“集成纳米材料
具有集成度高、响应快速、波长敏
感等特点，而红外传感产品应用广
泛，有百亿级市场容量，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李吉光介绍，多年从事
电子工程及新材料的研究，他对于
这个项目信心满满。

成功入选 2018年上半年萧山
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

“5213”计划之后，李吉光收到了信

息港抛来的橄榄枝。
“在这里，第一年免租金，还有

各项研发资助，”李吉光笑称，这是
萧山给科技企业送上的“大红
包”。不仅如此，在公司的起步阶
段、运营阶段，他收到了来自萧山
区人才办、人社局、海创会等多个
部门和信息港的帮助，“这让我们
这些外地来的科研人员感到很贴
心。”目前，项目还在研发阶段，已
经申请了国内外共 14项专利，预
计一年之后便可出成品。

“将科研成果投入市场应用是
一道难题，”李吉光坦言，在这之
前，他专职研究。如今他有了自己
的公司和项目，忽然间纷繁琐事全
都来了，各种挑战接踵而至，人生
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年薪数十万美元到现在的
“0”收入，李吉光看得挺开，“创业
就是要有容错的气量，反正技术在
手，不怕。”今年，他希望能够申请
到萧山的人才公寓，在这里安家落
户，“萧山是个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我在这里创业、生活，实现梦想。”

而关于梦想，当李吉光还是个
留学生的时候，曾有幸作为优秀留
学生代表当面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李吉光还记得，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你们就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或许也就是在
那一刻，他心中长出了一颗种子，
要把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带回中国，
将自己的梦想汇入中国科技的梦
想中，努力奋斗，报效祖国。（详见
图⑧⑧）

■记者 靳林杰

1月 1日 00:01，范应樑的通讯
设备中传来塔台的呼叫，“长龙航
空 GJ8738落地，停机位 708，在 K
道口跟引导车。”随后，范应樑驾驶
引导车按照指定路线，引导航空器
滑行入位。

范应樑是萧山国际机场飞行

区中心航空器引导员，承担着飞行
区内航空器引导等工作。2019年
是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第
17个年头。航空器引导看似简单，
实则任务艰巨。在杭州萧山国际
机场，机坪、滑行道、停机位、标记
牌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星罗密布
的大网，这些标志、标线信号灯对
记者而言就像密码，完全看不懂，
但范应樑早已将这些数据烂熟于
心，就像机坪的“活地图”，并对每
个停机位所能停靠的飞机机型等
相关参数了如指掌。

范应樑告诉记者：“引导飞机
时，最重要的是保证100%安全，在

机坪上，航空器引导的时间和路线
都有严格要求，不能出半点差错。”
在刚刚从事引导工作时，范应樑脑
中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开个小小车，
后面有一个庞然大物追赶着，就怕
大物追上自己，很有紧迫感。以前，
在工作中，他最害怕雨雪大雾等特
殊天气，视线受阻，引导工作比往日
要困难不少，但现在，无论是雨雪、
大雾等特殊天气，还是阳光明媚的
正常天气，范应樑总是轻车熟路驾
车行驶在航空器的前面，引导着航
空器滑行入位。“这就是一年年的不
断成长吧。”范应樑笑着说。

如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日均

起降航班超过 800班次，范应樑的
最大感受就是：在萧山机场起飞降
落的航班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
了。同样令范应樑自豪的是，他和
他的同事们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
任务，保持着100%的安全记录。

2019年已经到来，范应樑的心
愿很简单，他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继
续驾驶引导车，引导“巨无霸”们安
全停靠，保证飞机不延误。

06:05，2019年第一架起飞航
班飞往海口，范应樑望着徐徐升空
的飞机，内心充满对未来的期望，
他希望萧山在新的一年能够实现
新的腾飞。（详见图①①））

■首席记者 周颖

“您好，萧山 110。”新年第一
天 23：00，萧山 110指挥中心的接
警电话响起。

报警的是一位热心群众，他
说：“深夜的萧山街头有个年轻的
男子在喊救命，三四个人把小伙子
往车上推。我还记下了车牌号，立
刻报警了。”

接线员徐兰一边询问情况，一

边简单做好记录，在不到 30秒的
时间里，已将简单的警情发往辖区
派出所，辖区派出所立即行动。根
据报警人提供的车牌号，警车一路
追踪。追上后，民警一问才得知原
来这个小伙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深
夜发病，他家人和亲友是送他去医
院看病的。

得知事件的反馈后，徐兰笑着
说：“虽然这只是一个‘乌龙’事件，
但我们接到电话肯定会全力以赴
保护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宁
可千日不松无事，不可一日不防酿
祸。”

徐兰，85 后，2014 年到萧山
110指挥中心，至今已有 5个年头
了。白班的工作时间是 8:00-17:

30，一个白班的接警量是200多个
电话，由于接警电话比较多，徐兰
的午饭时间只有15分钟。晚班是
第一天傍晚 5:30到第二天早上 8：
00。徐兰说，深夜 11:00到凌晨这
段时间，是娱乐场所、夜宵摊最闹
猛的时候，电话也不少。

接警这么些年来，徐兰被“不
讲理”的报警人骂哭过，但也遇到
过不少暖心的事。她说，上次萧山
下雪，有个80多岁老奶奶迷路了，
一个小伙子帮这个老人奶奶报了
警，给老奶奶买了晚饭，还与民警
一起找老奶奶的家人。大冷天，热
心的小伙子一直参与其中，觉得帮
助他人是自己的事情。徐兰和同
事们的感受是，去年以来这种事频

率有明显上升，萧山市民的主动参
与共创和谐社会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了。

“还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期中
考试后，有位家长晚上 11点多打
电话求助说，他女儿离家出走了，
后来我们帮他找到了。他很感谢
也很抱歉，觉得自己没有教育好孩
子，消耗了警力。”徐兰说，现在的
市民资源意识特别强，有了群众的
支持，虽然工作时间特别辛苦，但
感觉特别值得。

新的一年，徐兰说，最大的愿
望是：“萧山 110一直在大家的身
边，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让大家
都能感受我们带给这个城市的安
全感与幸福感。”（详见图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