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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源起地 盛唐诗人贺知章故里

《浙东唐诗之路·诗狂贺知章》在蜀山知章村开拍
■政务中心钱子俊 摄/沈雷

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萧山区委宣传部、萧山
蜀山街道联合摄制的人文纪录片《浙东唐诗之路·
诗狂贺知章》开机仪式，于7月15日，在蜀山知章
村文化礼堂举行。萧山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文旅
局、文联、湘湖管委会、湘湖研究院等部门负责人，
蜀山街道的干部群众一起见证了开机仪式。现
场，著名导演苏舟携知名演员李霆以及浙江话剧
院当家花旦蒋宁等演职人员亮相。

开机仪式现场，歌唱家郑培钦唱响原创歌曲
《诗狂贺知章》。“钱江潮哟湘湖水，这是浙东唐诗之
路源起的地方，这是诗人一生魂牵梦萦的故土”，这
首专门为浙东唐诗之路最重要的本土诗人贺知章
创作的歌曲在开机仪式上首次公开演唱，后续还将
拍摄成音乐电视作品进行全媒体传播。

该片将采用“纪实拍摄+故事演绎+名家解读
唐诗”的手法进行表现，还原了盛唐文坛泰斗贺知
章从“四明狂客”到归隐故里的波澜人生，探寻在
他诗歌之中蕴藏的文学世界和盛唐气象。

贺知章的出生地——蜀山街道，地处“西湖姊
妹湖”湘湖之畔。辖区内的“马家浜文化”距今已有

7000多年历史。《浙东唐诗之路·诗狂贺知章》在知
章故里开机并启动拍摄，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也是响
应浙江省政府文旅结合打造“浙东唐诗之路”的号
召。

蜀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楼海锋表示，当下，蜀山
围绕“知章故里 卧城蜀山”这一品牌，与“文化源起
地、创新实践地、美丽宜居城、幸福未来城”这“两地
两城”的新定位、新目标有机结合，正在积极传承和
发扬知章文化，培育和厚植新兴经济，建设和精耕
美丽宜居城市，全方位提升发展品质。

长期以来，蜀山在发掘、保护、传承、弘扬贺知
章文化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探索。今年，蜀
山街道全面启动“知章故里·浙东唐诗之路源起
地”的文化建设，以打造“文化源起地”为奋斗目
标，通过大力弘扬贺知章文化，把蜀山历史文化瑰
宝的传承与创新推向新高度。

“《浙东唐诗之路·诗狂贺知章》的开拍，不仅
将为全省各地观众献上一部精彩的历史文化大
片，更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展示传
播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蜀山建设‘知章
故里’带来了契机。”楼海锋说。

《浙东唐诗之路·诗狂贺知章》制片人、编导刘
臻说，在之前拍摄脚本的写作、采访中，有专家提
出，贺知章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先导，不少唐代诗人
正是因贺知章而来到这里，因此，贺知章的故乡蜀
山可以说是“浙东唐诗之路源起地”。“这对于利用
名人效应，提高蜀山的知名度有着非常重大的意
义。同时，也有利推动知章故里建设，弘扬知章文
化，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开机仪式后，摄制组在湘湖边进行了首场拍
摄，30位来自蜀山街道的乡亲们作为群众演员，
和70余位演职人员一起参与了拍摄。之后摄制
组将转战横店完成贺知章故事演绎部分的拍摄，
并将奔赴全国各地追踪记录贺知章一生的轨
迹。继去年大红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贺
监”（以贺知章为原型）爆红并引发关注之后，这
部还原贺知章一生的作品将于12月份与广大观
众见面。

知章故里 卧城蜀山

■记者 盛凤琴

限高杆，村道上再常见不过了。近期
本报陆续推出了《遇上“拦路虎”，120急救
车绕道多开8分钟》《村里的限高杆 如何
才能不耽误事》两篇报道后，再一次把限
高杆推上了“热搜”。

村道上的限高杆究竟该“多高”，有没
有统一的标准？设置限高杆到底有没有
一个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对此记者又
走访了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已有村把限高杆高度
由2.3米改成2.5米

限高杆的系列报道推出后，村道设限
高杆的问题也相继引起镇街、相关部门和
省市各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此，记者也对
之前调查采访的三个村进行了一次回
访。从新塘街道西许村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目前西许村村委会已经跟广告公司进
行对接，把村里设置的限高杆的具体位置
信息进行完善，准备把相应的信息做成指
示牌。

所前镇政府也积极应对，此前120碰
到的两根2.3米的限高杆已经安排人员重
新进行改装，把它们换成2.5米高的插销
式限高杆。目前，两处限高杆均已经完成
了安装。

此外，记者从新塘街道办事处了解
到，新塘街道裘江新村姚家桥路段东西
向、大裘线路段的限高杆高度从原先的2.3
米改为2.5米。在靠近半来线（琴山下社
区附近）的限高杆高度也从原来的2.3米
改为2.5米。

在姚家桥路段南北向的限高杆上醒
目位置悬挂了119、120应急车辆通行的
联系电话，并在一侧设置了值班岗亭，村
委会还专门招聘了4名工作人员，分两班
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有效保证了应急车
辆的进出。

限高杆设置越来越受重视，各村也相
继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升高限高杆高度、
派人值班值守、加装限高杆指示牌、设置
限高杆管理人员电话信息牌等等，让限高
杆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从多个角度消除
其弊端。

设置限高杆有没有统一标准？
合不合法？专业人士这么说

村道设置限高杆有没有统一标准？
有没有相关的管理条例来进行规范化管
理？为此记者来到了萧山区公路管理处
法制科进一步了解情况，同时，就此事还
咨询了王建军律师事务所的朱俊律师。

记者从萧山区公路管理处法制科相关
工作人员处获悉，目前全国实行的《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县级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保护乡道、村道的需要,在乡道、村
道的出入口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设施，但
是不得影响消防和卫生急救车等应急通行
需要，不得向通行车辆收费。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区使用
的120急救车中，2.3—2.4米高（不含 2.4
米）的共10辆，2.4—2.5米高的共16辆，超
过2.3米的急救车占总数的87%，后续新
增车辆基本都在2.5米的高度，而萧山各
村多数限高杆在2.3—2.4米之间。

对此，朱律师表示：“到目前为止，在

司法实践中我们还没有碰到此类纠纷，但
是按照这个规定来看，限高杆在2.3—2.4
米之间已经影响了应急救援车的通行，从
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设置就是不符合规范
的。如果村道设置的限高杆影响了应急
车辆的通行，由此引发的事故，‘谁设立，
谁负责’，事故当事人可以进行追责。”

从记者走访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村
道上设置限高杆没有统一的标准，到底设
置多高、设置怎样的、在哪里设置，这些也
都没有具体规定。

萧山区公路管理处法制科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五条
规定：村道的管理和养护工作由乡级人民政
府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村道上的限高杆
也不是说想设就设，还是要经过镇里或街道
层面同意才行。”这个也是记者在调查走访
中很多村设置限高杆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应
完善相应手续，让限高杆身份合法化。

区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
还将开展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限高杆屡次成为“拦路虎”，这个问题

也引起了市区两级检察机关的关注。7月
10日，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限高、限
宽设施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萧
山也同步跟进。

此次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区检察院将
针对全区范围内限高、限宽设施设置影响消
防和卫生急救等应急通行等问题进行监督，
对辖区内限高、限宽设施进行排查，重点对
乡道、村道的出入口进行调查，对符合立案
条件的，依法立案审查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对期限届满仍不依法履职
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日前，区检察院还向相关职能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限高杆
进行整改，并进行专项排查，确保限高设施
不影响消防和卫生急救等应急通行需要。

相关职能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在调
整限高杆高度的基础上，将固定式限高杆
调整为开合式限高杆，并在醒目位置悬挂
紧急联系电话、设置24小时值班岗亭，保
障救援车辆通行……通过一些人性的化
管理，让“拦路虎”更听话。

限高杆话题再引关注 相关部门出手介入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应长根

村级道路整洁、干净，两侧几乎看不到
沿线村民的堆积物。不仅如此，车行路上
也是异常通畅。自新街街道全域推进百日
攻坚行动以来，辖区盈中村的变化村民看
在眼里、乐在心中。

村庄环境整治中，道路沿线堆积物是
个老大难。“面对难点，我们要有机制做保
障，做到监管到位、责任到位，做好一篇长
效文章。”盈中村村主任冯利峰表示。

在盈中村，6条重要村级道路均采取
了包干制，由一名村干部和一名保洁人员
负责，责任精准落实到了人。村干部陈德
泉负责村中心横路，去包干道路走一走成
了他工作闲暇时的“常态”。“走得多了，村
民沿路乱堆乱放的行为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并及时制止。”陈德泉告诉记者，及早发现
是他们有效控制村里道路两侧乱堆乱放的
关键。

“村里这么多条道路要监管，光靠我们
几个可不够，必须动员全村百姓的力量。”
在冯利峰眼中，村民人人都能做“路长”。
村里的3个网格微信群，成了村民履行“路
长”职责、监管道路的有效平台。

前不久，村内有一家农户家里正在装
修，将装修废料堆在了屋外的村道上，影响
了道路的通行。这一情况很快被周边居民
上传到了网格微信群中，村里第一时间便
联系包干责任人员上门处理。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处理掉了，实
在不好意思，垃圾拖运的钱由我来出吧。”
看着家门口又恢复了整洁的样貌，该农户
连连表达了歉意。

人人都能做“路长”，人人都能担起监
管道路的责任。村内70多岁的老党员马
光松是个热心人，原先他看到有村民往路
边堆垃圾都要上前劝说和制止，久而久之，
他经常路过的道路较其他村道要干净一
些。如今的盈中村，每位村民都可以和马
光松一样，当好道路整洁与通畅的“监管
员”。无疑，群防群治下，盈中村找到了破
解道路沿线乱堆乱放问题的好办法。

实干加巧干，干出新形象。在近两期
新街百日攻坚行动“红黑榜”排名中，盈中村
由原来的“黄榜”村庄，提升为“红榜”村庄。

盈中村：人人都能做“路长”

百村行202053

日前，雪山春精舍河上分部公益书法班开班，20名中小学生在这里学习传统文
化，丰富了假期生活。 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王军良 摄暑假学书法

■首席记者 何可人 实习生 史舸扬
通讯员 黄坚毅 陈佳蔚

本报讯 从前，一说去义桥旅游，
人们的印象里大概只有东方文化园；
如今，再去义桥，你可能会犯“选择困
难症”！晨起登寺坞岭望三江美景，日
落游渔浦赏夕照烟光……如今的义
桥，美景信手拈来。7月13日，义桥还
因美景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由
《北京文学》主编、作家杨晓升发表的
文章《如诗如画说义桥》，让海内外读
者也领略了一番义桥的诗画风光。

然而，这已经不是义桥首次在《人
民日报海外版》亮相。去年9月12日，
当代作家陈世旭发表的文章《诗化义
桥》，全方位描绘义桥的美丽风景；去
年10月21日，作家韩小蕙发表的文章
《文星璀璨耀萧山》一文中，也以大篇
幅描写了义桥的美景。

近年来，义桥镇全力打造“三江明
珠、诗画义桥”。今年4月，义桥黄石
垄水库景区正式动工，目前，已做好景
区的建设规划和评审工作。届时，这
里将成为由游步道、景观平台、竹林、
木栈道、水塘、生态停车场等区块构成
的全方位、立体式、综合性的深度融合
的景区，并与寺坞岭景区串成一线。

义桥镇于去年启动的里河古街建
设，目前已基本建成了里河河岸两侧，
古里河基本成形；同时，正在推进里河
古街的建设，目前正在古街区块进行
打桩。同时，义桥镇已建成15000平
方米的渔浦诗意林公园，以林道、栈
桥、湿地，展示义桥渔浦源头的自然、
生态风貌。“钱塘江诗词展示馆”正在
建设中，未来，该馆将重点围绕建设浙
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诗词之路文化带
的目标，集中展示浙东唐诗之路源头
的义桥渔浦文化，预计明年建成开放。

义桥又登《人民日报海外版》让世界发现她的美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近日，花神庙社区居民
小李到社区的综合自助服务机上打印
一份无房证明，从刷身份证到打印完
成只用了2分钟，小李不禁感叹道：

“现在办事真的越来越方便了，原来办
事要到街道或者城区，还要排队，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办，真是方便又快捷！”

为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打造
移动办事之街，日前，靖江街道实现综
合自助机村社全覆盖，给辖区居民办
事带来极大的便利。

据介绍，可办理345项公民个人
事项的自助机具有办事、查询、打印、
支付等功能，为居民提供“最多跑一
次”政务服务。自助机操作简单，居民
只要带上二代身份证和手机，就可以
在各村社村委（居委）会通过自助机办
理好相关业务。

据了解，居民在自助机上高频办
理事项有：社保参保证明、住房情况
（无房证明）、医疗参保登记、医保账户
查询、公积金查询、居住证、暂住人口
查询、户口本信息及家庭信息等资料
的查询或打印。

靖江街道实现综合自助机村社全覆盖

■记者 周子青

本报讯 昨日，盈丰街道召开征
兵工作动员会，回顾往年辖区征兵工
作情况，安排部署今年征兵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征兵工作是盈丰街道
成立后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展
现新街道、新形象、新风采的一件大
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义深远。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后勤保
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把好政治
审查关、文化程度关、身体检测关，保
质保量向部队输送文化素质高、综合
素质强的优秀青年。

据悉，今年盈丰街道征兵与宁围街
道同步启动，初检目测时间为7月18
日，整个征兵工作预计到9月底结束。

盈丰街道召开征兵工作动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