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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一、萧金路298号蜀山

蓝领公寓大门口东侧店铺招
租，面积约 100平方米，适
合：超市。

二、萧金路298号蜀山

蓝领公寓大门口西侧两间店
铺招租，面积约40平方米，
适合：餐饮。杭州萧山国营
商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孔先
生、孙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83739272 83739272

●遗失刘亿平、全卫英杭州

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1
份，发票号00192712，发票
代码 233000990145，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正达纺织有
限公司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
放权登记证1本，证书编号
15110356，声明作废。
●遗失徐利平太平洋人寿股

份有限公司保证金收据
400003283，声明作废。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
员、事业、国企、教师、白领、
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房产信息
便民热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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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晚潮时间
18∶30
18∶46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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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 早潮时间
07∶00
07∶18
08∶15

高潮位(米)
3.70
3.60
3.60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10月15日 8∶30-16∶30检修港城A815线河岩站
岩峰北线03/A07#杆岩峰村10#变令克：萧山区南阳街
道岩峰村一带；9∶00-17∶00检修团结A471线湾幼开老
埠头分线47/05#杆老埠头村6#变令克：萧山区党湾镇老
埠头村一带；8∶35-17∶30检修文胜C905线文胜开Ⅰ段
G13文东C9051线：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市萧山区友谊
学校、杭州东霖染整机械、华全凯(杭州)机电、杭州大宇绣
品、杭州大宇绣品、浙江武德家具等一带；8∶30-16∶30检

修湘湖变人民C417线人民C417线变电站出线-龙发开
G11圣龙C4171线：萧山区城厢街道怡和公寓1#、2#、3#
公变、圣和花园1#、2#公变、牛脚湾公寓公变、牛脚湾公
寓2#公变、广聚公寓1#公变、上海铁路局杭州货运中心、
萧山区金山小学、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杭州政勤物业
服务、杭州长江清洁服务；8∶30-17∶30检修江工C287
线江农开G16江园C2872线—恒越开G14越园B5562
线：萧山区闻堰街道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浙江万达汽车
零部件、杭州蓝欧光电科技、杭州胜华汽车电子科技、杭
州爱纬斯电子。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选择安全、高效的避孕措施，减少人工流产，关爱
妇女生殖健康。

育龄男女如果短期内没有生育意愿，可选择
口服避孕药、避孕套避孕；已婚已育夫妇提倡使
用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等长效高效避孕方法，
无继续生育意愿者，可采取绝育术等永久避孕措
施。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等方法避孕效果不
可靠，不建议作为常规避孕方法。

一旦避孕失败或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应该采
取紧急避孕措施。紧急避孕不能替代常规避孕，
一般一个月经周期使用一次，多次使用避孕效果
降低，还会增加药物反应。

发生意外妊娠，需要人工流产时，应到有资

质的医疗机构。自行堕胎、非法人工流产，会造
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威胁生命。

减少人工流产，维护女性生殖健康，需要男
女共担责任。反复的人工流产会增加生殖道感
染、大出血的风险，甚至发生宫腔粘连、继发不孕
等疾病或不良结局，严重影响妇女健康。男性作
为性伴侣，在计划生育、避免意外妊娠中应承担
更多的责任。杜绝违背妇女意愿的性行为，尊重
和维护女性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权益。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
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
为目的，并且在规定剂量之内，对人体不产生任
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保健食品
可补充膳食摄入不足或调解身体机能，健康人群
如果能够坚持平衡膳食，不建议额外使用保健食
品。

我国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审评制度,由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审查合格的保健食品
发给《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获得《保健食品批准
证书》的食品准许使用保健食品标志（见下图）。
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法规的要求。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要，正确选择
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和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
保健食品，但不能代替药品。

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
害因素，遵守操作规程，注意个人防护，避免职业
伤害。

劳动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有些工作岗位
和工作环境中存在有害因素，会对健康产生影
响，甚至可能造成疾病。常见的有害因素包括有
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如粉尘、铅、苯、汞等；有害的
物理因素，如噪声、振动、高低气压、电离辐射等；
有害的生物因素，如布氏杆菌、炭疽杆菌、森林脑
炎病毒等。劳动者过量暴露于上述有害因素，会

对健康造成损害，严重时会引起职业病，如矽肺、
煤工尘肺、铅中毒、苯中毒等。工作中过量接触
放射性物质则会引起放射病。

劳动者必须具有自我保护意识、自我防护知
识和技能，要主动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可
能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积极采取防护措施，避
免职业损害。劳动者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劳动操
作规程，树立安全意识，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
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
品，例如防护帽或者防护服、防护手套、防护眼
镜、防护口（面）罩、防护耳罩（塞）、呼吸防护器和
皮肤防护用品等。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
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
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

长期接触职业有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
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
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必要时调换工作。

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劳动者享有职业保护的权

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保护劳
动者免受不良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危害，是用人单
位的责任。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

职业保护的主要保障措施包括：用人单位必
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必须告知劳动
者其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必须按照
设计要求配备符合要求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和个人防护用品；必须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的
程度进行监测、评价与管理；必须按照职业健康
监护标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劳
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对由于工作造成的健康损害
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给予积极治疗和妥善安置，
并给予工伤待遇。劳动者要知晓用法律手段保
护自己应有的健康权益。

健康大参考

■记者童志辉通讯员杨丽

本报讯 12日，“传承礼孝，情满乡村”
暨“传化·宁新养老基金”二十周年敬老活
动在宁围街道宁新村老年安置社区举行。
在街道团委志愿者的协助下，“爷爷奶奶金
婚摄影”频频定格美好瞬间；在室外临时搭
建的雨棚里，还有义诊、理发、磨剪刀等广
场便民服务。

当天上午，“传爱二十载 温暖伴宁新”
授牌仪式温情启幕。20年前，传化集团创
始人徐传化为改善村民的养老问题，传化
集团和宁新村决定合作，双方分别出资100
万元成立“传化·宁新养老基金”，这是萧山
区第一个村级养老基金。近10年来，传化
集团累计捐赠1500万元定向用于宁围街
道助医助学等公益项目，助力“美丽乡村，
和谐社区”建设。

“传化·宁新养老基金”起初以所得红
利作为补助宁新村60周岁以上老年村民的
养老金，每人每年600元。因为补助人数
上涨，以及各种福利补贴的增加，传化集团

每年追加捐赠一定金额进入基金，确保村
里老人每年都能得到补助。2017年，“传
化·宁新养老基金”还增加了按年龄分段提
增补助额度标准，截至目前已为967名60
岁以上老人发放村级养老金705万余元。

“传化集团最开始就是从宁新村的农
家小作坊做起，一步步成长到现在的规模，
我们一直记得父老乡亲的支持。在当前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
下，传化更要承担社会责任，不忘反哺家
乡。”徐传化说。

宁新村党委书记朱建华表示：“二十年
前我们开创先河，二十年后我们迎来新的起
点。恰逢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统筹宁新
传化养老金、宁新米油补贴、老年生活补贴、
爱心餐厅等养老政策，全方位保障村民老年
生活。同时，筹划更加全面的共富计划，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走出宁新风采。”

活动当天，宁新村还为村里427名70
岁以上老人发放了重阳节慰问金，共计
301400元。

■记者魏乐钇

一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就
是一部志愿军将士用钢铁意志谱写的伟
大英雄史诗。国庆假期，电影《长津湖》让
人深刻认识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体悟
到是什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长
城”。现年91岁高龄的朱荣耀，就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

“延边突起烽烟浓，炮声轰鸣，伴我去
从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序
幕。次年，21岁的朱荣耀毅然从军。

加入部队之前，朱荣耀就是土生土长
的萧山农民。彼时，战争爆发，带着保家
卫国的澎湃斗志，朱荣耀于1951年6月报
名加入了志愿军。各类军事器械的使用

课程被压缩在两个月内苦训完成，同年8
月他便与战友们一道奔赴硝烟正浓的朝
鲜战场。经过短暂集训，从丹东到朝鲜，
走了18天，每天行军数十里，1951年10
月，朱荣耀所在队伍抵达朝鲜。

为国从戎赴战场

由于军事技能娴熟，年轻的朱荣耀在
朝鲜志愿军坦克某团工兵营三连当班长，
主要负责修筑防御工事、掩护坦克前进。

刚到战场，为这群新兵“接风”的是美
国各类轰炸机与战斗机连夜轰炸、扫射。
朱荣耀回忆道：“白天，我们为了躲避轰炸
停止前进，躲在地堡或者树林，只有到了
晚上，飞机看不清楚地面情况，我们才会
趁着夜色，每个人背负着被子、食物袋、子
弹袋、步枪、铁锨等物品行走，累了就原地
挖个坑蹲进去，饿了吃点干粮，渴了随手
抓一把雪塞进嘴巴里。”

有时候，运输线被美军截断，吃穿跟
不上，战士们只能一路上找野菜、啃草根、

喝雪水来果腹解渴。朝鲜的冬天天寒地
冻，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都能把耳朵、
鼻子冻掉。捡到降落伞等有布的材料，都
要剪缝成衣服，穿在身上保暖。

在后方供给不足的艰苦条件下与美
军作战，攻高地、打伏击、炸碉堡……一件
件往事在朱荣耀的口中讲述，仿佛就发生
在昨天。抚摸着每一枚被仔细珍藏的勋
章，朱荣耀说，用生命保家卫国义无反顾，

“过鸭绿江踏入朝鲜，男子汉大丈夫，没什
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把仗打好喽”。

当问及怕不怕在战场上牺牲时，朱荣
耀笑着说：“非常时期哪想到这么多，作为
一名军人，马革裹尸是种荣耀，我们把该
打的战都打了，子孙后代就不用再打仗
了，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英勇迎敌立战功

令朱荣耀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役发
生在秋季。消耗的炮弹多，伤员也多，他

和战友不断向最前线阵地靠近，一路“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朱荣耀随口仍能背
出当时和战友们总结的坦克躲照明弹的

“顺口溜”——“照明弹在头上照，加大油
门向前跑；照明弹在前面照，拿好手中烟
雾弹，随时把坦克隐蔽好”。

此时，志愿军由坚守战线、消耗敌人
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
阵地进攻。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
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
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朱荣
耀所在部队充分利用烟雾弹等掩体，将坦
克开到了距离敌方前线500多米处，一举
摧毁了敌方16座碉堡、2辆坦克。

1952年10月14日，刚结束秋季反击
战的朱荣耀与战友们迅速投入到更加严
酷的上甘岭战役中。大多是农民出身的
工兵战士们用一把铁锹和一副镐头，在山
脚下创造出了优秀的防御工事，为后期夺
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1951年参
军到1954年战胜回国，朱荣耀获得二等功
勋章一次，左耳因长期炮弹响听力受损。

战斗是惨烈的，生与死总在一瞬之
间。关于抗美援朝的经历，朱荣耀最难忘
记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每每提起，都
眼眶微红，摆手叫停。“最早全营共有500
多个弟兄，两位营长牺牲，100多位战士伤
亡，有的伤员抬上车时还有呼吸，送到救
援站后却没有醒来。流血与牺牲时刻在
发生，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福。”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朱荣耀回国留
在部队工作，直到1957年才转业到地方工
作。1960年，他回到了家乡萧山工作。“党
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革命战士，给了我们
很多荣誉。”朱荣耀说，现在能见证国家变
强大，他感到很知足。他也教育子女们，
要怀一颗感恩的心，脚踏实地做人做事，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了，
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

今天的岁月静
好，是因为先辈们替
我们负重前行。盛
世如你所愿，向英雄
致敬！

志愿军老兵朱荣耀：抗美援朝 青春无悔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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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在衙前
镇方舱内，来自各村
（社区）、企事业单位共
227人参加了无偿献
血活动，当天献血血量
达76000毫升。

记者范方斌
通讯员华兴桥摄

义务
献血

“传化·宁新养老基金”20年发放70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