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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政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王建江） 2月14日，从相隔千里的从江
传来喜讯：“萧山桥”正式启用。这是一
座连接萧山和从江的连心桥、友谊桥，位
于从江县下江镇巨洞村，总投资100万
元，该桥全长233.52米，主桥长160米，
桥面宽2.5米。“萧山桥”将巨洞村新老村
寨连接了起来，打通了村庄外出“最后一
公里”，是萧山和从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
证，启用后还将继续谱写东西部协作“山
海情”。

启用当天，巨洞侗寨热闹非凡，庆典

仪式上，村民盛装出席，载歌载舞，脸上
的笑容藏也藏不住，“困扰我们多年的出
行难题终于解决了。”巨洞村和附近几个
村村民自发而来，送上红丝带，感谢萧山
帮扶情。

据了解，该桥是人行悬索桥，桥底下
便是珠江水系都柳江干流，以前1900 多
名村民外出工作和求学，都要靠船只渡
河，极不方便，遇到汛期，安全更成了大
问题。2020年，得知该情况后，萧山帮扶
干部决定从东西部帮扶资金中拿出100
万元，为村民在河上架起一座桥；经过近
一年建设，去年9月该桥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被认定为合格工程。

正因为饱含了萧山的这份深厚感
情，在取名的时候，这座桥被从江人民亲
切地称为“萧山桥”。在“萧山桥”一头一

尾，有两副红字对联，分别是“坦道连北
南萧从万里架心桥，悬索贯东西侗山千
重通富路”“欣逢世盛青峰靠背享洪福，
隆祝桥成碧水连心盈喜气”，帮扶之情、
喜庆之意蕴藏其间，在萧山和从江携手
奔赴共富之路上，显得尤为贴切和应景。

一座桥，一生情。“萧山桥”建成投用
后，巨洞村不仅实现内部畅联，该村所在
地与国道321也将实现无缝衔接，进一
步盘活了该村970亩
土地，解决了耕地生
产和销售难题，同时
作为巨洞侗寨对外
展示的标志性建筑，
未来还将促进当地
旅游经济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萧山桥”启用 续写东西部协作“山海情”

“送文化进社区”活动持续推进，昨日城厢街道“寅虎闹元宵 携手迎
亚运”主题活动在俊良社区文化家园举办，大家一起猜灯谜、看表演，欢
欢喜喜闹元宵。 首席记者唐柯通讯员沈钰燕摄

送文化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童宇倩 通讯员 朱华
丽）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
批浙江省美育村（社区）名单，我区楼塔
镇楼家塔村和河上镇下门村榜上有名。

据了解，美育村（社区）以美育手段
提升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
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深入挖掘并整合美
育资源，努力打造地方文化特色，为乡村
旅游开发提供专业智力支持，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

楼家塔村历史悠久，始于唐末，位于
楼塔古镇的核心区块。这里自然景观秀
丽、生态环境优良。上有仙岩山，下有仙
岩溪，人称“虎踞龙盘”，是杭州市历史文
化古村落。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楼姓人群
聚居地，史称“仙岩楼氏”。

“以前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民间艺
术馆，自从村里建了李可染画院楼塔艺
术中心，艺术氛围更浓厚了。”楼家塔村
村民胡航表示，自己常常带4岁的儿子去
艺术中心观展。此外，村里的美创空间
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进入艺术殿堂的平

台，如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接触到油漆画、
水墨画等，不断提升艺术品位和素养。

近年来，楼家塔村立足自身优美的生
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准定位走“古
村文旅、乡村研学”发展之路，建成了李可
染画院楼塔艺术中心等文化展陈馆，举办
了年俗文化节等活动；与中国美术学院合
作共建了美创空间，吸引艺术创业团队入
驻等。

作为我区的另一个“美育标杆”，下
门村位于河上镇南端，又称下墙门村，有

着“推窗见绿，诗画下门”的美誉。村庄
东邻永兴河上游，南望白堰星拱桥，从北
进村，西面山不高，长如象鼻，北面山也
不高，形如狮头，有“狮象把门”之称。

近年来，下门村定位“打造乡村艺术
部落群”，始终将产业植入放在重要位置，
着力发展艺术产业经济，引进“应物山房”
和“素皿”手工陶艺工作室等文创项目，塑
造陶艺特色区块。打造“丄美术馆”，是河
上镇“匠人”文化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利
用村内丰富的山水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等，实现村庄持久美。

“随着这些艺术产业的植入，一方面
可以吸引各地的优秀艺术家云集于此，
如丄美术馆设有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家
驻留项目，已有多位艺术家入馆创作，可
为村庄培养出与国际接轨的艺术人才；
另一方面，全村的乡风文明得到空前提
升，整个村庄变得更艺术了，对提升孩子
们的艺术修养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河上
镇文化站站长表示。

本报讯（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易佳佳
孙宇飞 王笑笑） 昨日，记者从我区相关
部门了解到，“22688”交通大会战建设项
目已经全面复工。据悉，这个春节，我区

“22688”交通大会战共有时代大道改建、
时代大道南延、03省道东复线高架南延、
彩虹快速路、通城快速路、风情大道、博
奥路南伸等7个项目持续施工，近6000
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一线。

探灯、口罩、反光服、冲锋衣……这
是风情大道一线工人马工“夜战”时的标
准装备。2月8日晚上9点，绵绵细雨下，
马工埋头在风情大道高架，进行顶板钢
筋绑扎这道工序。“亚运会马上到了，就
想着多干一会，抓紧把路建好。”

在这个夜晚，和马工一起奋战在一
线的还有700多名工人，40余台大型设
备，从除夕到正月初八，昼夜不息、有条

不紊开展承台、墩柱、砼钢箱梁钢筋模
板、钢箱梁吊装施工等作业。

在马工和工友作业时，风情大道项
目指挥部负责人陈璞也没闲着，一直在
现场保障安全作业。“风情大道工程是保
障亚运的重点项目，尽管碰上了雨雪天
和疫情影响，可我们仍然坚守，24小时不
停工。”陈璞说。现场700多名建筑工人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留在项目部过
年。“目前有一批建筑工人在返萧途中，
我们也会落实隔离措施。”据介绍，风情
快速路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8%，正在开
展匝道高架主体结构、桥面铺装、高架附
属工程及地面道路施工。

在博奥路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机
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现在是最宝贵的
抢工时间，我们一分一秒都要抓好。”该
项目负责人说，“春节期间，我们一边把

进度往前赶，一边提供暖心服务，让大家
就地过上好年。”如今，博奥路南伸项目
已进入开展浅埋暗挖、U型槽及地面道
路施工，累计完成了总工程量的80%。

同样处于24小时不停工紧张作业
之中的，还有时代南延项目。走进施工
现场，记者立即感受到了地面上传来的
微微颤动，那是现场旋挖钻机、挖掘机等
大型器械启动后带来的响动。“我们在正
月初十恢复1000人作业，实现全面复
工。”该项目负责人黄焰说，“近期遇到雨
雪天气，我们抽调了一批值班辅助人员，
对项目建设进行防霜防冻工作。”尽管项
目动工时间晚，但是时代大道南延项目
完成主体工程的48.4%，其中，高架桥下
部结构完成72%、上部结构完成50%、地
面道路完成35%。

“22688”交通大会战建设项目全面复工

我区两村入选首批浙江省美育村（社区）

楼塔美术培训学校 图片由区文旅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王俞楠） 近日，2021
年浙江省现代化学校名单公布，萧山11
所学校榜上有名。至此，萧山已经成功创
建19所省级现代化学校。

此次入选的11所学校分布在幼儿
园、小学、初中、普高、中职、社区学校各个
阶段，分别为瓜沥二幼、南阳一幼、湘师实
验小学、新街小学、金惠初中、湘湖初中、
萧山二中、萧山二职、瓜沥社区学校、浦阳
江社区学校以及南片社区学校。

浙江省现代化学校创建是对一所学
校最权威、最全面的省级综合性考评，涵
盖规范办学、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技
术装备等多项综合性指标。此次入选的
学校发挥自己的办学特色交出了可圈可
点的成绩单。

如作为萧山区首批课程改革实验园、
首批特色示范幼儿园，瓜沥二幼以“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闪光”为办园理念，逐渐形
成“温暖教育”园本化课程体系。在教师
培养上，目前幼儿园有省级名师工作室学
科带头人1名，市教坛新秀7名，市优秀教
师3名，区名教师1名，高级教师3名，形
成一支年轻活力、结构合理、高素质的现
代化专业教师队伍。

创办于1954年的萧山二中拥有国家
级、省级优秀教师8人，省、市级教坛新秀40
人。学校先后荣获国家地理科普教育、中华
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
研修基地，省文明单位，省治安安全示范单
位，省健康促进学校金奖，省绿色学校，“浙
江省精准教学实验项目学校”等荣誉，并在
2004年晋升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2014
年获评“浙江省首批一级特色示范高中”。

社区学校也成为了萧山在教育现代
化进程中推进全民教育的重要抓手，瓜沥
社区学校是浙江省示范性成校、省现代化
成校。特别是在“沥教育 品质生活大课
堂”项目中，学校以“社区教育进文化礼
堂”为载体，送教下村，打通美好社区教育
的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的培训。南片社区学校由原戴
村成校、原河上成校、原楼塔成校合并组
建而成，以区域内的农民的需求为导向，
通过社区教育培训和体验活动、各级各类
的农民素质提升培训、老年教育培训、社
区教育体验基地和镇街教育站建设、市民
大讲堂建设和社区教育进文化礼堂工作
积极开展面向区域内的全体成员多形式、
多层次、多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陈凌
丽）复工开学在即，车流量明显增多。为
缓解市心南路拥堵问题，市心南路“直达
车道”昨日恢复通行。

“直达车道”位于市心南路（萧然南路
至萧绍路段）。该车道每个工作日早高峰
（7点至8点半）供南往北方向车辆直行使
用，平峰及晚高峰期间将恢复正常通行。
早高峰期间，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当驾
驶员发现路口分道指示牌与地面标线不
一致时，应以分道指示牌为准。

如需驶入“直达车道”的，要提前进入
最左侧直行车道，按指示标牌或路面执勤
人员的指挥，有序、安全地通行。驶入“直
达车道”的车辆，仍应遵守路口信号灯指示
通行。该车道仅供车辆直行，沿线交叉口
禁止转向。另外，在工作日早高峰时段，交
警部门还会在市心路萧绍路口借用原先的
非机动车道，临时开辟一个直行车道，由南
向北直行的车辆过路口后，可借用该非机
动车道通行（在道路右侧通行的车辆建议
借道），车身高于2.5米的车辆禁止通行。

本报讯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高云
云） 我区盈丰街道盈二佳苑安置房小区
以及北干街道荣星君佳园安置房小区，近
日获评首批市级“最美安置房”。统一的
外墙美化，整洁的绿化修葺，一般无二的

“面子”里，却藏着独一无二的“里子”，成
为两处安置房获评此项荣誉的原因之一。

家有家的文化

荣星君佳园位于北干街道荣星村北
海塘遗址的南面。历史上的北海塘守护
着这方沃土，被誉为萧山的“海上长城”。
从空中俯瞰，小区中心花园两侧蜿蜒的步
道就好似见证了萧山城市化进程的北海
塘一般，体现出浓郁的历史气息与时代变
迁掠过的斑驳痕迹。

“荣星君佳园像是一位历史的‘见证
者’，它见证了萧山围垦的开端，见证了萧
山人民‘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内
涵。”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盈二佳苑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
蕴。“在小区地块中，我们曾挖出一块清代
遗留的铁锚，为盈二佳苑增添了一份神秘
而又异趣的文化风韵。”盈二佳苑小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建设过程中将“扎得深、
靠得住、抓得紧、战必胜”的“铁锚”文化融

入到了安置房的实体建设中。根据现有
的28幢楼宇，打造“一幢一特色”的社区
文化，形成了以“铁锚”精神为核心，28个
楼宇主题风格的特色文化。

便利宜居

作为安置小区，最让居民满意的还是
多元的出行选择、便利的配套设施、高效
的社区服务营造出的品质生活。

在荣星君佳园小区内，超级中心花
园、健身器材场地、儿童乐园等文体设施
一应俱全，齐全的文体惠民设施在给居民
提供多样化优质文体活动的同时，也为小
区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小区外，金惠幼儿
园、金惠小学（在建）、金惠初中等各类教
育资源丰富，丰富的教育资源所产生的虹
吸效应又为小区居民带来更多教育红利。

盈二佳苑结合未来社区建设工作，在
小区内开设了居家养老中心、托育中心等
便民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了亟需的社区
养老服务与普惠性托育服务，在家门口满
足居民大多数的生活需求，丰富居民日常
娱乐生活。除此之外，盈二佳苑现有公交
地铁接驳车站、公共自行车停靠点等出行
配套设施，出行便捷，选择丰富，很大程度
上提升了居民的出行体验感。

本报讯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楼凌琼）
记者从区长运公司了解到，萧山汽车总站昨
日正式恢复运营。首批恢复的16条班线，
主要面向宁波、普陀、兰溪、安吉、东阳等省
内周边市区。此外，合肥、安庆、店口和盐城
等四条班线也于昨日恢复正常运行。另外，
2月16日新增响水班线复班，2月17日新增
太平（黄山）和开化两条班线复班。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也严

格按照客运行业要求，逐步有序恢复客运
班次，在复班的同时，也会重点抓好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区长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乘客可通过“杭州点点出行”公众
号、萧山长运公司官方网站和站内购票的
方式进行购票。进站乘客仍然须做好个
人防护，尽量错峰出行。进出站时请积极
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和测温亮码等工作，
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乘车环境。

我区新增11所省级现代化学校

萧山汽车总站首批班线昨日恢复正常运行

市心南路“直达车道”昨日恢复通行

我区两处安置房小区获评市级“最美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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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二佳苑 图片由区住建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