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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学校 课程很丰富活动有特色

近期，由区公安分局和
杭萧钢构联合举办的第八届
小警察夏令营开营。“小警察”
们参加了爱国主义教育、警务
技能训练等活动。

记者 范方斌
实习生 韩晨阳 摄

空港开展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大检查

美丽萧山

益农全面打响低效企业整治攻坚战

北干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党湾开展“传承红色家风·喜迎亚运盛会”活动

陈公桥社区：清风处处润人心

百村行202148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葛红燕

近日，位于育才路500号的清心驿站试
运营。城厢街道陈公桥社区秉持“一壶冰清
润党心，便民利民践初心”的宗旨，坚持用

“茶”元素激发清廉建设，并辅以各类便民服
务活动，在炎炎夏日里为大家带去一丝清
风、一口清茶和一份爱心。这也是陈公桥社
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又一举措。

陈公桥的清廉因子，最早要从明万历
年间的萧山知县陈如松说起。有万缘桥
（建于1837 年，位于新塘街道半爿街社区
境内的浙东运河北岸）桥联曰：“人杰忆陈
公，筑坝启人文，人文乃盛；地灵推萧邑，
成浦开地利，地利聿兴。”这里的陈公就是
指陈如松。

陈如松在萧山任职时，开萧山地利，
兴萧山人文，是一位为民办实事清正廉洁
的父母官。时光荏苒，时代变迁，很多以
前为纪念陈公而建造的陈公桥、陈公祠、

陈公茶亭早已消失不见，但清廉因子却深
深地烙在了陈公桥人的血液中和基因里。

近年来，社区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特
色，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同时融入社
区清廉建设元素，提炼了一个富有陈公桥
特色的社区品牌——清风陈公桥。

漫步在陈公桥社区，随处可以看到清
廉元素，感受清廉氛围。不管是之前落成
的清风广场、监察联络站，还是今年新建
成的廉政文化宣传长廊，每一处都是社区
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体现出社区倡
导尊廉、崇廉的决心。

在提升清廉硬件的同时，社区还推出
一批清廉文创产品，像今年定制的清风
扇，融合了反诈和清廉两种元素，在向居
民做好反诈宣传的同时还为他们送去了
阵阵廉洁的“清风”。

社区还积极筹划各类清廉活动，组建
清廉志愿者服务队，营造出崇廉尚洁新氛
围。每年农历春节前的“书春联，表廉心”

笔墨扬廉，端午节前夕的“玉粽飘香迎端
午 粽叶廉心清风扬”非遗颂廉，以及自去
年开启的“清风之旅”参观思廉，这三个活
动已经成为社区每年必办的清廉活动。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社区居民感
受到廉洁文化的魅力，形成崇廉尚洁的自
觉性。

“下一步，社区将联合共建单位结成
‘清廉盟’，轮流在清心驿站值岗，为居
民提供放心菜检测、医疗咨询、爱心帮
扶、免费茶水等
服务，让更多老
百姓共享廉政
建设的成果。”
社区书记章旖
莉说。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来静怡

本报讯 近日，益农镇召开低效企
业整治提升工作动员大会，明确目标
任务、时间节点、工作举措。

益农镇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形成
月度例会制度，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细分17个工作小组，扎实推进整治提
升工作；实行联村联动，按照联村领导
负责、联村干部包村的形式，全力抓好
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对低效企业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对标销号，要
求紧扣时间节点，高要求、高标准推进
工作，坚决不漏报、不错报、不少报。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每到傍晚，楼塔镇管村村
文化广场分外热闹：长廊里老年人纳
凉唠嗑，篮球场上年轻人挥洒汗水，百
姓舞台上排舞队翩翩起舞，整个文化
广场已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家园。

管村村文化广场火起来，得益于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在上级政
府支持和帮助下，管村村争取到省区
二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项目
工程为管村村百姓舞台及周边改造提
升工程。村里利用“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160余万元资金，提升了百姓舞台、新
建了篮球广场、修复了周边道路，满足了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俞秀春

本报讯 近期，空港经济区持续开
展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大检
查，着力督促问题整改，打造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闭环管理，为群众营造安全
的生产生活环境。

工作人员对建筑工地深基坑施
工、高处作业、承重支模架、外脚手架
等分项工程进行重点检查，同时对塔
吊、吊篮等起重设备在日常使用维护、

人员持证上岗等方面进行检查。配合
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十纪检监督组
对空港片区安置房建设工程进行专项
检查，落实施工资料不全、吊篮停放不
规范等问题的整改工作。

空港国土规划建设局带队重点检
查各工地厨房用气情况，检查中发现
有3家施工单位的厨房，在使用瓶装液
化气时存在安全距离不达标、燃气瓶
未按标准堆放、人走火未灭等安全隐
患，已严厉督促整改。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李嘉琪 楼丹瑜

本报讯 最近，家住竹桥头的李大
妈在工人路社区参加完活动后发现，社
区墙上多了一块“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标牌。这是北干街道积极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建设的一个缩影。

北干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播站、文化

中心等阵地融合共建，以志愿者服务
的形式，积极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讲好党的故事，活跃文化生
活，培育主流价值。截至6月底，北干
街道已建立理论宣讲、平安护航、关怀
便民、文化体育、科学科普、文明创建、
洁美家园、安全出行、青春力量九支志
愿队伍，明确服务项目，指导辖区内各
单位开展志愿工作。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7月16日晚潮时间
17∶40
17∶57
18∶51
危险

高潮位(米)
4.00
3.90
3.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17日 早潮时间
04∶40
04∶56
05∶48

高潮位(米)
4.90
4.8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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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20多年没有并发症

你有没有想象过，80多岁且患有高血
压的老年人是什么样？大多数人脑海里
浮现的有可能是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也
有可能卧病在床……但85岁的钟南山院
士，尽管也是一名高血压患者，却健步如
飞，精神饱满，奋战在抗疫一线。这都源
自他的几条健康经验——

坚持吃药
钟南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

患有高血压20多年，并且有家族遗传
史。确诊为高血压后，最重要的就是按时
按量服药，这对高血压的控制非常重要。
即便是钟南山院士，在高血压面前也是坚
持服药，并且一坚持就是20多年。也正
是因为按时按量地服用降压药，钟南山院
士才把血压控制得非常稳定，减少或者避

免了高血压对于身体脏器的危害。
早期干预

钟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控制血
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早期干预。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早发现、早治疗，这样我们的
身体就能早受益。除了必要的药物以外，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对抗高血压的有的
方式之一。长期坚持，不仅可以降压，还
可以延迟或减少患者对降压药的依赖。

坚持运动
从新闻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到钟南山

院士经常游泳跑步，还会在健身房里锻
炼。在对待运动的态度上，钟院士曾表
示：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一部分。
适度运动对控制高血压的效果是非常明
显的。

健康饮食
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曾透露过自己

的饮食，基本都遵循了低盐、低脂、低热量
原则，并注意饮食结构合理搭配，多吃蔬
菜水果。这样的膳食搭配有助于钠的排
出，对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具有一定的帮
助。

充足睡眠
虽然工作很多，但钟南山的生活还是

很规律。基本晚上11：30睡觉，早上7：00
起床。中午再休息半个小时，补足每天8
小时。

到了晚上怎么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
来，安然睡个好觉？钟南山表示，太累的
话就不会做功课了，看看报纸，或者是看
看电视。电视不会选择很紧张的，主要还

是选择自己喜爱的体育比赛。
钟南山说：“午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加

油站。我每天午休半小时，午休对一天的
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下午的工作。我
生活在广东，温度相对比较高，人容易疲
倦，午睡一会儿，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
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人坚持午睡，这
是一个好习惯。”

学会减压
忙完一天的工作，钟南山每晚都会用

三两分钟进行下深呼吸，以便让自己卸下
一天的疲劳感，使身心进入到安宁的状
态。

钟南山说，这种深呼吸减压法，不仅
调节心态，而且能够调节心律，对降低血
压也有帮助。由压力造成的颈部不适也

可以得到减轻。
这种深呼吸减压方法的要点，一是不

要大口呼吸，要平静地一呼一吸；二是要
深，安静地深呼吸。一定让吸进的空气暂
停一下，再慢慢呼出，腹部要鼓起来。要
在空气良好的环境进行。

钟南山院士的“降压”经验就这几条！

红山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旭

本报讯 为净化文化市场环境，近
日，红山农场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扫黄
打非”专项检查。

检查组对辖区网吧、KTV、书店、
文具店等经营店铺进行实地检查，向

经营人员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文
明经营、守法经营理念，进一步提高群
众参与“扫黄打非”的意识。与此同
时，检查组对网吧环境卫生、食品安
全、消防设备等进行检查，大力宣传防
诈骗知识，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

“一事一议”让村文化广场火起来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暑假里，对孩子们来说，除了
学习文化知识，若能动动手，长长见识是
最好不过了。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
意义的假期，我区各镇街使出浑身解数，
找题材、请老师、动用各方资源，给孩子们
端上了一道道暑期“大餐”。

暑托新模式：“托”起来“管”得好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近日“厢童”夏令
营在城厢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营了。有
别于社区传统的少年儿童暑期活动，城厢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把教学资源进行了整
合，从技能拓展、能力提升、兴趣培养等不
同维度出发，开设系统性系列课程。目前
共开设美妙声乐、美食工坊、乐弈象棋、趣
味素拓、悦读时光、手工课堂、英语沙龙七
大类课程，每个课程为6期，上课时间持续
至8月20日。

“厢童”夏令营所有课程面向6至12
岁年龄段的孩子，均为公益性课程。为了
带给孩子们更好的活动体验，由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学校、社工组成“四位一体”

的师资团队，为夏令营课程质量提供保
障。除美食、阅读、手工课程由专业社工
教学外，声乐和象棋课程邀请专业老师教
学，素拓课程邀请区科协科普讲师团老师
授课。

同时，党群服务中心在永兴书房推
出了宫西达也暖心绘本展、“平安度暑
假 健康快乐过一夏”安全教育读物展，
让小朋友们可以在夏令营课程之外选择
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红色“厢心”影院
将推出暑期专题，播放一些有教育意义
的动画影片，用小朋友感兴趣的方式向
他们输送满满的正能量。党群服务中心
负责人表示，“厢童”夏令营是对属地暑
托新模式的一次探索，不仅“托”起来还
要“管”得好，今后将不断增强活动的针
对性、精准性，最大限度满足孩子们和家
长的需求。

课程很丰富：培养动手动脑能力

除了城厢街道“厢童”夏令营外，闻堰
街道、北干街道、新街街道、蜀山街道各村
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充分调动
各实践站志愿者队伍，发挥志愿者资源，
让辖区内更多有特长、有公益心的居民加
入假日学校师资队伍，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暑期少儿活动，使得假日学校欢
乐不断。

闻堰街道各村社假日学校聘请专职
老师，除了指导学生完成暑期作业外，还

增设了党史学习教育课、安全教育课、手
工制作课、书法课、绘画课等课外文化类
兴趣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新街
街道组建了50余名教师组成的师资库，开
设趣味学习、美术、手工、劳技、安全、文明
实践等课程，开展亚运少年趣味运动会、
非遗面对面之走进南宋官窑、体验绍剧魅
力等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参与
文明建设、争当亚运主人翁的热情；蜀山
街道以“红领向党 启迪新知”为假日学校
主题，抓住建党100周年契机，各村社开设
内容包含党史学习教育、思政教育、红色
地名文化、治水护水、迎亚运提素质、社会
实践等形式多样的课程，新增了面向家长
的家庭教育类课程，增进亲子互动。

今年是亚运筹备、城市建设攻坚决胜
的关键之年，党湾镇、新塘街道不少村社
以此为契机，借助假日学校开设“文明迎
亚运”等专题课程，组织篮球、跳绳、乒乓
球等丰富的体育运动，通过学一学、比一
比、赛一赛，提升孩子们的文明素养与身
体素质。

暑期里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也备受家
长们关注。红垦社区开设《安全在我心
中》主题讲座，教授孩子们如何预防电信
网络诈骗、预防校园欺凌等相关知识，孩
子们听后受益匪浅。此外，“垃圾分类从
我做起”等知识讲座也被纳入学习内容，
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增长知识，收获友
谊，快乐成长。

■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家风，培
养良好社会风尚，近日，党湾镇纪委、总
工会、团委、妇联在镇中村联合举办“传
承红色家风·喜迎亚运盛会”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代表
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佩戴红
领巾、送上鲜花，老党员向共青团员、少

先队员赠送红色书籍。在《礼乐家风》国
学课后，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们分成8个
组，分别采访“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聆听他们讲述红色故事，感悟红色精神。

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们表示，要
学习老党员身上的红色养料，传承他
们身上的红色基因，自觉做红色家风
的传承者、接班人，努力学习，立志报
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