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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时间：9.28（周二）14:00-16:00
地点：北干街道金色钱塘小区

第二场

时间：10.8.（周五）9:00-11:00
地点：进化镇欢潭村

第三场

时间：10.9（周六）9:00-11:00
地点：蜀山街道金西村

第四场

时间：10.11（周一）9:00-110:00
地点：城厢街道潇湘社区（杭齿院区）

第五场

时间：10.12（周二）9:00-11:00
地点：所前镇祥里王村

第六场

时间：10.13（周三）9:00-11:00
地点：河上镇凤凰坞村

第七场

时间：10.14（周四）上午9:00-11:00
地点：进化镇裘家坞村

第八场

时间：10.14（周四）上午9:00-11:00
地点：瓜沥镇万安村

医疗专家组团义诊
浙江萧山老年医院：将健康送到全区老年朋友的“家门口”

“金秋九月爽，九九话重阳”为弘扬中华民族爱
老、敬老的优秀传统美德，营造尊老、敬老的浓厚氛
围，9月28日起，浙江萧山老年医院将组织专家团队
前往进化、瓜沥等镇街开展公益义诊、医疗知识宣传
等医疗服务乡下行活动。本次活动将由院长王海华
带队，集合各科专家、康复治疗师和针灸医师等组团
义诊，为群众测量血压、听诊检查，为长期服药的老人
提出服药建议，解答常见病、慢性病的治疗康复相关
知识，普及安全用药常识，医疗惠民等相关政策。

“浙江萧山老年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真的是为
我们老年人着想。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出门也麻烦，
每年的义诊我们都参加，针对我们老年人的常见病，
在家门口就能知道自己身体哪里有问题，也能提前预
防。”家住进化的田大伯9月中旬就打来电话咨询重阳
义诊的具体信息。院方义诊活动负责人说：“义诊中
我们发现，老年人对疾病的认知还是偏低，不少老年
朋友的口头禅是‘别人都说吃这个药好’，老年朋友的

科普宣教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未来还会进一步给予老
年朋友更多指导。”

据了解，近来年，浙江萧山老年医院一直致力于
公益事业。“医心为民，守卫健康。我院自开业以来，
每年重阳节都会举办义诊活动，足迹遍布萧山多个街
道乡镇。”院长王海华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为
了帮助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双提高，浙江萧山
老年医院积极发挥在老年病诊治方面的专长，精准打
造老年医疗服务标杆。

启用至今，浙江萧山老年医院已建有国家级康复
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已开放住院床位
249张，年门诊量近三万人次。面对今年疫情防控的
严峻形势，作为区内首家由杭州萧山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市萧
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合作组建的非营利性医院，始终积
极服务社会群众，不仅成为我区首个面向公众预约的
新冠疫苗接种点，更是“唯一”外籍人士接种点，全力

以赴支持疫苗接种。今年7月，老年医院正式开设疼
痛联合门诊，与院内相关科室联合，集中医、针灸推
拿、西医康复、骨科为一体。此外疼痛联合门诊还开

展各种专业诊疗服务，更配备有一系列全方位先进理
疗设备，为各类疼痛患者带去福音。

■记者尹向群 通讯员唐依琳

温馨提示
（一）前来咨询居民，请全程佩戴口罩，提供

健康码，落实保持社交距离等疫情防控要求。
（二）就诊咨询时，可以带上有关病史资料和

检查报告，以便专家详细诊疗。
（三）现场免费开展健康宣教，并发放健康宣

传资料。
（四）请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依次排队咨询，

自觉遵守现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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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咨询、问诊

专业理疗设备室 外籍人士新冠疫苗接种点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吕金红

本报讯 9月26日，萧山区慈善总
会世纪城盈丰分会成立大会举行。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国梅出席。

大会宣布世纪城盈丰分会名誉会
长、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组成名单。
区慈善总会相关领导为世纪城盈丰分
会授牌。大会报告了世纪城盈丰慈善
分会第一轮工作情况，提出今后的目标
任务，并向捐赠单位颁发了奖牌和荣誉
证书。

今年3月，区慈善总会世纪城盈丰

分会开展第一轮募捐活动。广大爱心
企业和热心人士纷纷响应号召，慷慨解
囊，20家爱心企业捐赠留本冠名基金
1.22亿元，共募集善款683万元。分会
严格按照章程，积极开展“助贫、助学、
助医、助老、助残、助孤”等各项救助活
动，截至目前，分会共支出善款109.83
万元，救助290人次，给困难家庭和个
人送去了关怀和温暖。

在首轮善款募集基础上，世纪城盈
丰分会将进一步拓展募捐渠道和空间，
发挥个体精英和企业家的中坚作用，形
成精英引领、大众同行的良好氛围。

广大市民、企业、公共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号召，
努力推进全区节能降耗工作。我们现向
全区公共机构、企业及全体市民发出节
能降耗倡议:

一、节能增效、绿色生产。企业推行
“高效率、低能耗”的生产模式，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节能
技术改造，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提倡清洁
生产和资源分类回收循环使用；开发利
用可再生能源，打造绿色产业链条，建设
绿色节约高效园区。

二、节约环保、绿色办公。采购节能
办公设备，加强用能管理，提倡无纸化办
公，尽量使用自然照明，下班后及时关闭
计算机、打印机等用电设备，积极开展节
能宣传和节约型单位创建活动。

三、节约资源、低碳生活。节约用电，

使用节能产品，控制空调温度，减少使用
电梯，合理控制灯光秀使用时间；节约用
气，杜绝燃气炉灶空烧，避免资源消耗；节
约用水，一水多用，随手关闭开关，使用节
水龙头等高能效产品；节约用餐，提倡光
盘行动，外出适量点餐，减少使用一次性
餐具，剩餐随时打包。

四、节能减排、绿色出行。提倡使用
公共交通、绿色交通工具出行，短途步行
或骑车，减少公务车、私家车的使用频
率；定期清洁车辆发动机，降低油耗，减
少排放。

节能低碳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态
度，让我们齐心协力，带头做勤俭节约风
尚的传播者，共同创建节约型社会。从
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用我们的实
际行动，共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家园。

杭州市萧山区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9月25日

文/摄 首席记者何可人通讯员胡敏华

本报讯“携手迎亚运，共建文明城”，
在我区新时代公民道德宣传周暨文明主
题日活动到来之际，全区各村社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家园、文化礼堂等平
台，纷纷开展志愿服务、爱心义卖、文明城
市创建宣传、文明迎亚运宣传等多种形式
的文明主题活动，掀起了文明热潮。活动
还通过直播方式，将文明之风吹进了千家
万户。

9月24日下午2时许，城厢街道休博
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前的广场上好
生热闹：来自社区形体秀队的阿姨们一边
走着旗袍秀，一边向大家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24字”；孩子们从家中带来
了闲置的玩具及物品，开启了爱心义卖模
式。此外，现场还有网络文明宣誓、烟蒂
换绿植、垃圾分类游戏、“文明创建我知
道”有奖问答、“我为亚运微助力”承诺签
名等多项活动。社区居民卢女士带着4
岁的儿子前来参加爱心义卖，自己还现场
参与了爱心捐款。

当日下午3时，在北干街道钱塘明月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系列文明主题活动
也在火热进行，居民们争着与文明合个

影，孩子们则手拿着画笔，趴在长长的画
卷上描绘着他们心中文明的模样。

这样的场景还在蜀山街道广宁社区、
新塘街道广泽社区、闻堰街道闻家堰社
区、宁围街道振宁社区、盈丰街道立涛园
社区、开发区市心社区等全区多个社区上
演着。

据了解，我区新时代公民道德宣传周
期间，各村社除了推出“自选动作”外，还
积极开展“规定动作”，即由区文明办、区
红十字会联合发起的“公民爱心日”活动，

号召广大市民为困难未成年人、困难“美
德标兵”“身边好人”等群体献出爱心。

区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个人既
是文明城市的建设者，又是文明提升的受
益者。希望以此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
市民争当城市文明形象大使，以高度的主
人翁意识，当好文
明践行者、示范
者、传播者和守护
者，以更加文明的
姿态迎接亚运会。

文/首席记者何可人通讯员华兴桥
摄/记者范方斌

本报讯 9月26日，我区衙前农村
小学校举行百年校庆。区领导周胜华、
董华恩、陈琴箫出席校庆大会。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代表
区委、区政府向衙前农村小学校百年校
庆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一百年来，
衙前农村小学校在衙前这片红色的沃
土上，坚守着“点亮孩子心地灵光”的办
学初心，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农运精神，
以其优良的校风学风，出色的办学质
量，为孩子们种下了红色的梦想，为萧
山的美好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胜华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始终坚定抓教育
就是抓发展、抓未来。教育事业的发
展，为萧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
强大的智力支持，也为高水平建设“亚

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示范样板和新时代共同富裕新
标杆提供了重要保障。

百年辉煌，接续奋进。周胜华希望
衙前农村小学校以百年校庆为新起点，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同心同德，锐
意进取，进一步打响红色教育品牌，为
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萧山教育
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姚建玲

百度“俞传坤”，在全国各地考察调
研、洽谈新项目，是这位荣盛控股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总裁的主要信息；走近“俞委
员”，急群众所急、想职工所想，是大家对
这位萧山政协委员的评价。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
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这是习
总书记的谆谆教导。俞传坤说，作为一名
连任两届的政协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心系群众，用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的
理念，当好人民美好生活的履职者，是新
时代政协委员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群众思维”的履职定位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做一名求真务实、联系群众、为民解
忧的委员，是俞传坤的履职定位。体现在
提案中便是凝结着浓浓的“群众思维”。

职工宿舍与生产厂区建在一起，方便
是方便，但安全隐患重大。对此，俞传坤
在提案中提出“工业用地规划异地出让职
工宿舍用地”的建议。

农村办红白喜事常常产生高音喇叭
扰民的现象，特别是遇到丧事，一些村民
把低沉的哀乐播放得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噪音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人们工作和休
息。对此，2019年1月，俞传坤撰写了《关

于对寿、祭、丧事活动中高音喇叭噪音现
象进行管理的建议》，提出党员干部带头
大力倡导厚养薄葬、厚养薄祭，大事简办；
出台相关规定，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对外播
放，违者应给予一定的处罚等建议。这一
建议很快得到响应，2019年12月，萧山严
管此类噪音扰民现象，一经举报，公安机
关要指派民警赶至现场，予以制止或处警
告；警告后仍不改正的，由环保等部门作
出噪声污染界定后，公安机关根据法规处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至此，高音
喇叭扰民现象基本消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六送进基
层”系列活动是区政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
民的根本宗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特
色品牌活动。俞传坤在益农镇结对了两
家困难户，经常嘘寒问暖。其中一户因病
致贫，父亲去年去世后全家更是缺了顶梁
柱。对此，俞传坤将帮扶对象的孩子推荐
到荣盛下属一企业中做操作工，让这个贫
困之家有了脱贫的转机。

在新冠疫情“大考”中，萧山政协委员
们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俞传坤
在全力组织好集团防疫抗疫的同时，个人
捐资1万元帮助五六二村的防疫工作。

合作共建体育广场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近日，在益农镇群英村传播着一件喜
事：村里要建体育广场啦！规划有1个足

球场、3个篮球场、3个羽毛球场，还有乒
乓球室、健身跑道。“这是我们群英村与荣
盛集团共同合作的项目，今年年底将投入
启用，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周边群众的文
化生活。”群英村村书记开心地说。

主导这个项目洽谈的便是政协委员
俞传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是这一届区政协专题政治协商的
重要选题之一。“乡村振兴还缺啥”等话
题，是政协委员们提案建议中的主题，也
是委员们积极履职的一个重点。

在每年区政协举行的“请你来协商”
活动中，俞传坤都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参加。去年8月份，益农镇规划全镇水
利设施建设，实施防汛排涝工程，请政协
委员来协商。在益农土生土长的俞传坤
积极发言，提出了“要重视小河流、排水沟
的畅通”等意见和建议，起到了有效的建
言资政的作用。

俞传坤认为，萧山美丽乡村建设，提
升群众的文化和健康素质是其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得知群英村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有建文体设施的需求，便积极撮合这件
好事。由群英村出地、荣盛出资合作共建
体育广场的方案在一周内敲定，目前已启
动建设。

新时代公民道德宣传掀起文明热潮

节能降耗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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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传坤：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履职者

传承红色基因 打响红色教育品牌
衙前农村小学校举行百年校庆

区慈善总会世纪城盈丰分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