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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环境整治进行时

山阴街社区文化家园“繁华小上海——如梦之梦”系列墙绘

建设“四好农村路” 镇街总动员

北干71个生活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

新年上班第一天 新街机关干部访基层

世纪城走访25个在建楼宇项目

天然气管道走田间 曙光村省下200万

百村行2019 1

■通讯员 王啸虎 记者 杨圆圆

这段时间，党湾镇曙光村天然气安装
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一般情况下，铺设天
然气管道都要使用机械剖开路面，挖开路
基，挖出泥土，将管道埋设在下面。但曙光
村没有这么做，天然气管道沿着村民承包
地里走，在承包地下面埋设管道，保持路面
的完好。

“这样做看起来费工费力，工期会有所
延长，但综合来看是值得的！”曙光村党委
书记高建恩解释说，剖路面埋管道虽然省
事，但会使道路受损，一方面以后修复路面
要花一大笔钱，另一方面给村民出行带来
极大不便。

高建恩算了一笔账：如果剖路面施工
的话，全村“七横六直”共13条主干道需要
一一剖开施工，累计长21000多米。走田
间需要跟村民一户户协商做工作，迁移农

作物，逐户进行赔偿，眼前的工作量有点
大。但两者相比较，修复路面的费用比赔
偿农户青苗费的费用大很多，不剖路面的
话能省下200多万元。所以，村里权衡再
三，最终决定不剖路面走田间。

为了做好村民的工作，村里专门请曾
经担任村主任、德高望重的陈荣焕再次出
山，与几名组长组成工作组，每天跟着工程
队一起，上门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确保能
顺利进场施工，保证工程进度，同时对工程
进行监督，确保质量。

安装天然气是民生实事工程，村民们
期待已久。“当我们上门做工作时，得到了
大家的支持和配合。”陈荣焕说，在村民承
包田里埋设天然气管道，需要迁移田里的
农作物，这次施工共涉及全村550多户村
民，工作组一一上门做工作，并讲明受损农
作物的赔偿标准，许多村民很爽快地答应
了。为了减少村民的损失，工程队抢抓施

工时间，第一天挖土，抓紧施工，第二天就
能回填泥土，使村民种植的苗木仅相隔一
天就能回种到原处，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
失。

“马上就要过年了，不剖道路是最好
的选择，让我们进出干净、安全，不然好
端端的道路弄得坑坑洼洼，太不舒服
了。为了安装天然气，不损坏村道又省
钱，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考虑，在承包田
里埋设地下管道，老实说，我双手赞成，
何况还有补偿呢。”村民李大伯动情地
说。

据了解，再过两三个月，曙光村天然气
安装工程将全面竣工，到时全村人都能用
上安全、环保、节能的天然气了。

本报讯“现在扔垃圾相当方便，
换取的垃圾袋也好用。”业主李大伯
一边说，一边熟练地将一些硬纸板投
放到一台智能可回收垃圾投放箱里，
折合成相应的重量与积分，并换取一
些生活用品。这就是北干街道加德
社区垃圾分类的日常缩影。

垃圾分类既是民生关键小事，也
是社会发展大事。截至目前，北干街
道73个生活小区除棉北里因征收、银
河小区因老旧小区改造外，71个小区
全部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第三方服
务工作，覆盖率达100%，易腐垃圾日
清运量达1万余公斤。

北干街道是我区主城区的核心
区域，具有住宅小区多、人口密集等
特殊情况，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工作可
谓任务重、难度大。为此，北干街道
以辖区居民高品质生活为初心，在组
织建构上，推行党员联系户制度，建
立生活垃圾分类“一长五员制”，设
立片区长、专管员、宣传员、巡检员、
保洁员和执法队员定期督查工作，并

实施目标任务考核；在宣传工作上，
街道共计举办垃圾分类全民行动文
艺演出20场，开办垃圾分类知识讲
座56场，发放垃圾分类各类宣传品、
宣传册100000份，培养居民自觉进
行垃圾分类的意识；在配套设施上，
规范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点
（房）、清运集置点、标识标牌，细化
提升各分类收集容器配置要求和比
例，目前，街道共计设置垃圾收集容
器、垃圾收集点（房）32个，清运集置
点29个。

“从2017年起，加德社区成为我
区首个智能垃圾分类试点，到如今街
道生活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北干街道负责人表示，数据背后，彰
显的是北干老百姓良好生活习惯的
养成。

下一步，北干将探索和实践长效
管理模式，进一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
识和参与意识，为奏响产城融合最强
音、打造宜居宜业新北干再立新功、
再展新姿。 (吴瑾熠 张祥荣)

本报讯 我区“四好农村路”建设
吹响了集结号。日前，萧山建设高水平

“四好农村路”推进大会召开。楼塔、河
上、戴村等18个镇街相关负责人及各
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四好农村路”建设情
况，阐述了建设“四好农村路”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并明确了“四好农村路”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和主要
任务。

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四好农
村路”，必须首先要将各个镇街和部
门拉入阵营，提高认识，形成共识，争
取将“四好农村路”作为支点，延伸辐
射至方方面面，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无违建创建、土地全域整治、镇街
中心工作相结合，成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具体落脚点。
此次会议是对全区高水平建设

“四好农村路”的总动员。据悉，目
前，各镇街建设任务书已经同期下
达，其中明确了到2020年底，各个镇
街要按年度计划完成低等级公路提
升改造、路面维修、桥梁维修改造、改
造港湾式停靠站、村级农村物流服务
点等各项任务建设，路况质量优良中
等路率达到 92%以上，争创“四好农
村路”示范镇街，每年至少创建1-2
条村级示范路，并全面推行区、镇
（街）、村三级路长制。

（王艺霖 吴敏烺）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华兴桥

这段时间，在衙前镇政府，只要看见卫
传甫的，大家都会说上一句：“老卫，听说你
又做好事了，好样的。”

这话还得从一封从绍兴的来信说起。
来信的信封上写着“衙前党委书记”

收。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一封表扬信，表
扬的就是社会事务办的卫传甫。“也就是小
事一桩，没想到那几个老太太还写信来。”
卫传甫笑着说。

原来，前几不久的一天傍晚，老卫骑着
电动车去文体中心检查卫生，看到几个老
太太在问路，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她
们看到我了，也问我566路公交车站在哪
里？”老卫说，附近并没有566路公交车站，
看到天色暗下来了，他和几个老太太说，让
她们等一下，他很快回来。

“这几个老太太年龄和我妈妈差不多

大，怕太晚了不安全。”老卫转身就骑着电
动车回镇政府，换了一辆汽车，又到老太太
问路的地方。“走，我送你们回家。”老卫看
老太太们有点犹豫，就赶紧自报家门，说自
己在机关工作的，让她们放心上车。就这
样，老卫一路带着老太太们到了绍兴的方
家桥公交站，找到了老太太要坐的公交车
了，几个老太太连连感谢。

“老卫做的好事太多了，我都遇到过几
次。”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徐国红说。去年一
个下雨天，他俩一个车子出门，快要到一个
红绿灯口时，看到一妇女穿着雨衣带着孩
子骑着电动车，拐弯时一滑，连人带车摔倒
了。老卫赶忙下车，淋着雨就去把他们扶
起来。

有一年的夏天，一个年轻姑娘骑车摔
倒了，满身是血躺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周围
围了好几个人，就是不敢上去扶。卫传甫
看到了，立马上前，把她抱进自己的新车，

二话不说送去了医院……这样的事情还有
很多，用老卫自己的话说，这些年，在路上

“捡”的人也有10多个了。
老卫在生活上是个热心人，在工作上

同样任劳任怨。2010年，老卫顶着压力下
派去做衙前一个村的书记，建起崭新的商
业楼，改造农贸市场，拆一户多宅，燃气、自
来水一户一表进村……一件件增强村级集
体经济、增进村民福祉的大事抓起来，改变
了村庄面貌。

这几年在社会事务办工作，不管是最
清洁城乡工程，还是厕所革命，卫传甫都全
力以赴。如今，一个个农村样板公厕建起
来了，衙前垃圾分类实现村社全覆盖，环境
面貌大为改观……这些光鲜的背后，有老
卫的一份默默付出和耕耘。“既然是交给我
做的事情，我肯定要100%的努力，对得起
大家的信任，也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更要对
得起百姓的期待。”老卫说。

卫传甫，衙前的热心人

本报讯 昨日，新街街道组织机关
干部学习省委关于开展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服务基层活动的通知，集中一周
时间，开展走访服务活动。

上午会议一结束，街道各联村、联
企干部就分头到各联系的单位进行走
访，听取了解各村、企业工作情况。在
走访中，广大机关干部采用座谈等形
式开展谈心谈话，与基层党员干部和

村民群众建立感情，做到“进得了家
门、叫得出名字、谈得上话语、听得进
意见”。街道要求全体机关干部，用脚
步丈量民情、用真情听取民声、用实招
破解民忧，提升新街机关干部的服务
水平，密切干群关系，为新街打造“绿
城新街、花木小镇”和“萧山主城区靓
丽东大门”凝聚力量。

（应长根 龚洁）

日前，湖滨花园小区举办第五届邻居节，包括邻里乐——趣味游园会、邻里助——便民
服务、邻里情——颁奖晚会等系列活动项目，社区居民一起欢天喜地过节，迎接新年。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陈立英 摄

本报讯 连日来，为准确掌握区
域商业楼宇项目进展情况，了解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钱江世纪城
深入在建楼宇项目一线，实地开展走
访。截至目前，已全面走访完成25个
在建楼宇项目。

每到一处，管委会工作人员均与
项目主要负责人就项目进展情况、竣
工后的商业业态、计划入驻的物业情
况等进行交流。据了解，京港国际、
中城建大厦、亨德利大厦等5个项目
年前可交付使用，电联产融大厦、利
丰大厦预计明年可交付。据统计，截
至目前世纪城共出让社会投资项目

83个，其中已竣工商办项目42个，总
体量约330万平方米，处于施工阶段
的在建商办项目25个，总体量约300
万平方米，楼宇管理数量居全区镇
街、平台前列。

在建社会投资项目的跟进一直
是钱江世纪城的重点工作。从项目
拿地到竣工交付，管委会多部门联
动，落实专人与项目负责人对接，做
好项目建设进程月度统计，定期上门
联络，深入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度、
把握整体状况、协调相关问题，确保
在建项目稳步推进。

（魏心佩 王乙珺）

■文/摄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钱瑛洁

2018年12月28日上午9点半，觉斯
庵弄巷子里，一阵“噼噼啪啪”的“百子炮”
响过后，临浦镇山阴街社区文化家园热热
闹闹开张了。

冬日的巷子里，穿堂风凛冽地刮着，但
丝毫不影响小巷的魅力，每天依然有人从
各地赶来“打卡”，甚至还有从杭州主城区
赶来的市民。

同心泰官酱园、张春记馄饨、临浦邮
局、临浦照相馆……一系列老街曾经的地
标被“搬”到了这条弄堂，昔日繁华的“小上
海”场景一幕幕闪过，如梦如幻。

沿着小巷进去，20米左右便是山阴街
社区文化家园。这条“网红”小巷便是文化
家园的配套设置。

走进文化家园，里面“别有洞天”：“里
河园”（茶馆区）、“长生馆”（照料区）、“金
谷居”（食堂区）、“宣家社”（党建功能区）、

“官弄阁”（阅读区）、“同心轩”（展示
区）——这些不同功能区块，以山阴街上
的巷弄名字命名，既好听又亲切。其中，
社区还在金谷居别出心裁地“搬”来了一
座老柴灶。

文化，是临浦的灵魂。浦阳江、西小江

（今杭甬运河）穿镇而过，发达的水系使临
浦成为“活水码头”。早在唐元和年间（公
元 806-820 年），临浦便已形成集市，其后
又历经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发展。至
民国时期，临浦已经成为浙江“四大名镇”
和“六大米市”之一，被誉为“小上海”，而山
阴街便是“小上海”的发源地。

因为山阴街在临浦甚至整个萧山南片
发展史上的特殊性，这座社区文化家园设
立的初衷便不仅仅在于丰富本地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是承载起萧山南片人对临
浦的那份“城市乡愁”。

从“乡愁”文化切入，临浦镇长期开展
老街走访，并梳理“小上海”的脉络和肌
理，充分挖掘“老街”“家园”“邻里”等特色
内涵，努力打造具有临浦小城市特色的社
区文化品牌，点亮人们记忆中的繁华“小
上海”。

凝聚“乡愁”文化的力量，山阴街社
区文化家园建设得到了很多“老临浦”
的鼎力支持。国家一级摄影师姚吾林在
山阴街长大，在这里拜师学艺，并打响
了临浦照相馆的名气，如今他把一套木
箱式的老相机无偿提供给社区文化家园
做展陈；土生土长的山阴街居民沈吾堂
得知社区要打造一个特色文化家园，便

自告奋勇为社区干部当起“参谋”，并将
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收集的毛主席纪念
章、“小人书”、邮票等各类藏品搬进了这
座文化家园；曾在张春记馄饨店工作过
的沈冬梅今年70岁，听说山阴街社区文
化家园要开张，她和其他4位阿姨、奶奶
等一起早早张罗，开张当天，5个人现包
现煮，并用金谷居里的柴灶烧制，努力复
原临浦人心中那一味难以抹去的“老底
子味道”；纯手工制作的“老地方”荷花糕
是临浦又一味“老字号”特色点心，为了
社区文化家园开张仪式，老板孔祥忠提
前推掉了不少订单，赶制“专供”社区的
荷花糕、印糕……

其实早在2018年12月上旬，山阴街
社区文化家园就已经完成装修，由于还有
一些布展需要完善，因此未对外开放。直
到中旬，社区文化家园对面的“繁华小上
海”系列墙绘完成后，来这里“打卡”的人越
来越多。

用山阴街社区党委书记孙娴的话来
说：“我们完全是被开张的！本来想等到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后，好好策划下开
张仪式和‘七天乐’活动的，没想到朋友圈
里早就被‘剧透’了！真的是藏都藏不住，
只能马上开张了。”

记得住乡愁 山阴街点亮“小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