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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光中：半个世纪的影像记录人 为城市留影为历史珍藏
■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陈新

时光荏苒，惊鸿一瞥，沧桑巨变，光影
见证。一台相机，有人拍出一幅幅风光大
作，有人记录下一次次精彩瞬间，亦有人画
出一张张光影涂鸦，但还有一些人，他们用
相机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建党
100年……在书写这些重大节庆日时，见诸
于各个媒体的图片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而

“董光中”无疑是见到频率最高的作者，而且
没有之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区档
案馆开展档案征集活动。近日，董光中的儿
子董江心专程来到区档案馆，将数千张由董
光中拍摄的珍贵城市相片（包含底片）赠予

区档案馆。“这是我们儿女对父亲最好的纪
念，也是他老人家对萧山最深沉的感情。”

也许文字书写的历史不是十分准确，但
是，老照片是历史的最写实的底片，也是记忆
的最真实的载体。在董光中先生半个多世纪
的摄影生涯中，他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萧山
的各个镇街、各个村庄，用他手中的相机，详
实记录了萧山社会、文化、经济的巨大变化和
发展，拍摄了大量的艺术作品与新闻照片。

“董光中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萧山半
个多世纪历史长卷的唯一忠实记录者。”时
任萧山区文联主席王东初这样评价。2015
年，浙江摄影出版社专题出版《董光中纪实
摄影作品集》。城建、交通、生态、教育、水
利，一个个发展的印迹，一幕幕悄然的变
迁，都被董光中用独特的视角、永恒的光影
捕捉，让人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同时，更让人
们感慨萧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
接力创业，成就了现在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诗画新萧山。

用镜头记录变迁

董光中先生，1933年出生于浙江嵊州，
1954年在《萧山报》担任记者时开始从事摄
影创作。

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深色马甲，走到哪里相

机就背到哪里，这是董光中给人的第一印象。
他背着相机，穿梭在萧山的公园、街巷、

角角落落，奋力捕捉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父亲在时常常说，好照片可遇不可求，要有
耐心等。为了拍一张心仪的照片，有时得等
几个小时。”据儿媳上官碧霞回忆，很多时候
董光中天不亮就背着相机出发，边观察边取
景。“还有几次，原本在家准备吃饭，我公公
看到外面的晚霞很好，不等吃饭就出门了。”

现在萧山交通发达，去哪儿都很方便，
而在上世纪60年代，董光中拍摄只能靠步
行，许多偏远的村子至少要走七八个小时，
到拍摄地已是黄昏。晚上他便睡在公社办
公室，用三张长凳拼成一张“床”，抱着那台
如同自己生命一样宝贵的相机和衣而睡。
特别是萧山的每一期围垦，都留下了董光
中的身影。他拍摄的围垦作品，不仅有气
势恢宏的大会战场面，有与狂风巨浪搏击
的特写，也有供销人员送货到围垦、医护人
员送医到现场、思想宣传队送演出到一线
等温情而热闹的画面，为萧山围垦留下了
丰富的珍贵史料。

每一幅摄影作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一
个难忘的萧山故事，都印记着时代的痕迹，
有着让我们流连的动人景致和故土情怀。

在人生征程中，董光中亲历了“四清”运

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等诸多历史
时期，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国家和家乡的发
展变化。多年的摄影生涯，也让他积累了大
量的摄影资源，他用影像抒发情感，先后整理
出了“农业学大寨”“镜头里的史无前例”“梦
迴金州”等专题摄影作品，以及反映改革开放
后农村发展变化的“岛富喜事多”“蓝色的梦”

“劳模风采”“奉献者之歌”等诸多优秀摄影作
品。这些作品带着时代的元素和气息，成了
历史档案中有价值的影像内容。

用整理回顾历史

2014年，董光中先生因病逝世。董老
去世后，家里人按照其遗愿，开始着手整理
其生前的所有相片。

“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个热爱
生活的人。当时重病在床时，他依然心心
念念摄影档案的整理工作。一般都是他会
先选出一批反映萧山社会发展的史料照
片，我将这些照片贴到素描纸上。”上官碧
霞拿出一叠边角有些磨损的素描纸，四张
照片为一页，“父亲对照着各个时期的影像
图片资料口述，我对应撰写下记叙性文字，
全部整理完成后，他还会带上老花眼镜，用
红笔一一修正。”

在董江心家中，我们见到了历经多年

整理完毕的所有摄影作品。六大箱摄影作
品均按照年份标注了时间，打开箱后，映入
眼帘的是排列整齐的一包包档案袋。“最开
始整理的时候所有相片混杂在一起，我们
只能根据底片一一寻找对应相片，再对照
年份与景别开始分类，确认完成后还需要
将底片塑封，防止底片损坏。”上官碧霞简
单向我们解释了整理相片的流程。“萧山也
可以算是父亲的第二故乡，我们也希望这
些影像照片由档案馆保存，以留在社会的
形式一直流传下去。”

“以前没有摄影，只靠文字记录，历史
人物以及事件、场景都是抽象的。有了照
片，人们对过去的生活不光靠回忆，它变得
非常直观真实。”区档案馆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受捐意义重大，董光中先生的摄影内
容见证了不同时期萧山的发展，对于本土
档案研究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五十年风雨兼程，五十载春华秋实。
从这些精彩图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萧
山前进的足迹，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发
展的脉搏。岁月无声，轻翻档案驻足回首，
既是对往日时光的追忆，更是为了在新起
点上整装出发而加油鼓劲。

在此，向每一位为萧山历史留下档案
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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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花边在萧山为大宗副业，全县农村
近三十万妇女从事挑花边

1959年，城中心的古桥市心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萧山人民群策群力，
抢堵围垦溃堤缺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萧山一村民患姜片虫时的病态

董光中（1933—2014）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鲁冠球艰辛创业的岁月

■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吴炫廷

本报讯 永兴公园东临萧山宾馆、南
靠人民路、西依西河路，2002年落成，是
萧山市民心目中的老牌公园。记者从区
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了解到，这一老
牌公园即将迎来整体改造提升，怎么
改？都有哪些亮点？

走进永兴公园，这个占地面积1.946
万平方米的公园内，分布着景观长廊、
景观喷泉、运动情景雕塑、运动小广场
等，成为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然而因建造时间较久，公园内部分灌木
老化、基础设施陈旧、结构功能不尽完
善，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
游园需求。

如何重新焕发公园的生机活力，不
负“永兴”的寓意之名？这一次的改造提
升目标是将其打造成植物层次丰富、季
相变化明显、老幼各得其乐的缤纷生活
场所。改造以公园内的水景广场为核
心，划分成松石竹景、紫荆花廊、樱花广
场、绿荫走廊、音乐喷泉、童趣乐园、文化
广场、健身场所等共12处活动区域，同
时改造提升还将兼顾多处细节。

比如在主入口，适当增大花坛面积，
增加和替换花灌木，梳理两侧花坛绿化；
对“永兴公园”大字用红色重新刷漆，并

将花坛宣传牌替换成人文小品，提升入
口花坛的景观效果。公园内，入口的两
棵广玉兰将移至后方作为背景林，前面
则点缀梅花、樱花等树木，预留草坪开阔
空间，提升沿街和入口景观形象；增加艺
术小品形成障景，保证公园私密性的同
时也保证人行道与公园有一定的空间关
系；对不锈钢扶手栏杆做烤漆古铜色处
理，并对破损的廊架、台阶、铺装等进行
修补翻新。

公园儿童活动区作为儿童最主要的
户外活动空间，在这次的改造中也充分

考虑到了儿童的需求。公园的下沉广
场将改造成儿童活动区域，采用透水铺
装，突出樱花主题乐园，为公园增添新
的活力气息；同时，对下层绿化进行替
换及添加，换下现
状长势较差的乔
灌木、黄杨球、蒲
葵等，对宣传栏、
指示牌、花箱等进
行更换，注入公园
文化。

永兴公园即将改造 12大变化亮点多

栏目内容由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栏目内容由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围绕解决好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
盾，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摘自《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坚持统筹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党的十八
大以后的五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规划图由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提供

■记者盛凤琴通讯员姚维红

本报讯 听力、语言障碍人士如果遇
到突发情况、突发急症无法拨打电话自主
求救，或是在外遇到意外伤害无法说明具
体位置该如何解决？近日，记者从萧山区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了解到，萧山120“一
键急救”报警平台正式上线，遇到以上问
题时可实现一键呼救。

到底如何使用这套系统，有没有费用
支出？对此，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的工作
人员介绍，只要关注了“萧山急救120”微
信公众号，完成基本信息注册后，就能免
费使用这套“一键急救”报警系统。在遇

到突发事故需要医疗救助时，患者或是市
民即可通过公众号的“一键急救”板块，向

“120”进行文字报警。
报警后，平台将报警地址定位自动推

送到“120”指挥中心的调度台上，同时呈
现报警人相关信息，譬如呼救原因、紧急
联系人等。“120”调度员收到“一键急救”
信息后立即响应，并迅速派出救护车前往
事故发生地。

该系统的上线能有效解决残障人士
呼救困难的问题，也为萧山建设2022杭
州“亚残会”无障碍环境打好基础，加快我
区的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设，给全区百姓
提供一道健康安全防护屏障。

我区“一键急救”报警平台上线

■记者童宇倩通讯员朱华丽

本报讯 近日，我区举行贺知章与诗
路文化高峰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知
章研究专家、诗路文化研究专家以及文旅
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贺知章生平和
浙江诗路文化带建设”，为萧山文旅发展
问诊把脉、出谋划策。

本次论坛的研讨主题主要围绕贺知
章生平与创作、贺知章与诗路文化带研
究、浙东唐诗之路与钱塘江唐诗之路研
究、萧山文旅发展特色创新研究、“钱塘潮
涌”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研究等方面展
开。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联
合主办。

现场，专家、学者深度挖掘诗路文化
内涵，纷纷给出了独到见解。萧山位于浙

江三条诗路的交汇点，既是钱塘江诗路的
重要节点，又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源
头，还是大运河诗路的重要区域。作为全
省十个区域文化高地之一——“钱塘江涌
潮壮怀地”的中心区域，萧山目前正在着
力创建“钱塘潮涌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
诗路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支点之一。

近年来，我区加大了对本土传统文化
资源的挖掘、转化和利用，努力让沉寂千
年的文化遗韵重放异彩。去年以来，我区
拍摄《诗狂贺知章》纪录片，启动贺知章纪
念馆建设，举办贺知章动漫形象征集大
赛、“贺知章杯”摄影大赛等，力求通过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贺知章和诗路文化
厚植人心。与此同时探索文旅融合发展
新路径，如通过持续开发“知章故里”文化
IP等，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我区举行贺知章与诗路文化高峰论坛

■记者童宇倩通讯员汪欣羽

本报讯 昨日，有着147名女职工，
占总人数比例63.4%的萧山日报社（含
萧报传媒）及其下属公司正式成立妇
联。从工会女工委员会到妇联，将为萧
山日报社的女职工提供更全面更系统
的服务。

在基层单位尽可能地成立妇联是区
妇联积极探索“四新”领域组织建设新渠
道的缩影。近年来，区妇联聚焦改革难
点，在“四新”领域按照“怎么有利于做好
妇女工作，就怎么建设妇联组织”的工作
思路，探索出区域立体化、跨越联合化、
网格体系化3种组织模式，建立起“考评
机制责任化”等3个运行机制，搭建起思
想引领等4个工作平台，实现了“四新”领

域妇女组织建设新突破。
“针对区域立体化组织模式，我们按

照‘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工作原则，锁
定产业集聚区域，探索构建了‘小镇（园
区）妇联+楼宇妇联+企业（社会组织）妇
联+网格（功能）妇女小组’四级联动的立
体化组织体系，打通了联系服务整个区
域女性的‘最后一纳米’。”区妇联相关负
责人介绍，以信息港小镇为例，信息港小
镇成立妇联后，相继在成熟的B、C、E三
座楼宇成立妇联，并不断延伸，在已建党
组织的企业中100%成立妇女组织。与
此同时，针对留白区域，比如楼宇妇联未
覆盖到的，又对区域进行网格划分，组建
了10余个网格妇女小组，构建起四级联
动的立体化组织体系。

此外，跨越联合化组织模式是在跨

区、跨市、跨省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利用
网络技术，探索实行以总公司为圆心“跨
地域”建立联合化妇联的组织模式；网格
体系化组织模式是以镇街辖区为单位，
设置网格体系化建组织，在所有村（社
区）妇联、党政机关等纳入妇联组织体系
的基础上，不断把触角延伸到“四新”组
织，建立灵活多样的妇联组织。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立“四新”领域
妇联279个，不断增强妇联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接下来，区妇联将在强化
组织领导、思想引领、作用发挥上下功
夫，全面提升“四新”领域妇女工作与新
时代需求同频共振，为高水平建设“亚运
国际城·数智新萧山”，奋力打造新时代
共同富裕新标杆贡献巾帼力量。

区妇联探索3种组织模式 构建立体多元开放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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