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日，我带着“如何解决主城

区‘停车难’”的问题，采访了区政协

委员钱忠英。在采访前，我做了一次

社会民意调查，整理了三个想提的

问题：城区修路，推行严管街道停

车，有时停车场也满了，老百姓的车

停哪里呢？现在停车都是收费的，能

否定期给老百姓一个福利呢？有什

么好办法让群众快速了解哪里可以

停车？

钱委员说，在现阶段，城区停车

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是城

市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城镇人口和机动车拥有量迅

猛增长，再加上近期城区多条道路

进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给百姓停

车造成困扰。

分析完现状和产生原因后，钱

委员特别叮嘱我说，要用一颗正能

量的心去看待问题，虽然修路可能

带来出行难、停车难，但这都是一时

的，为了将来不再拥堵、城市更加美

丽，我们应该多一份理解、少一些抱

怨。

我又问道，虽然停车泊位多起

来，但感觉收费挺贵的，能不能给老

百姓优惠点？钱委员就跟我说，她今

年专门提了关于降低停车收费标准

的建议，如每小时停车费 2 元，20
分钟内免费。还有，在主城区不影响

交通安全和通行的路段设置临时泊

车位，停放时间在 30 分钟内免费。

“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的研发设计，将主城区所有停

车泊位信息纳入平台管理，完善手

机 APP 应用，方便车主运用手机寻

找泊车位，实时了解空余车位信息。

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车辆因寻找车

位而在道路上停留时间过长，缓解

城区拥堵，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停车

场泊位的利用率，达到资源利用最

大化。”钱委员最后说，她呼吁广大

市民绿色出行，规范停车。平时多坐

公交车上下班或上下学，参加一些

交通文明劝导活动，大家一起文明

停车。

小记者 金芷瑄

指导老师 朱陈伟

如何让城区停车不再难

近期我经常从电视、微信视

频上看到坏人拐卖儿童，感到很

害怕。我想知道我所生活的环境

是不是安全，趁着“小记者跑两

会”的机会，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区

人大代表程科叔叔。

程科叔叔是区公安局的警

察，他说，一般没有家长陪同、或

在陌生环境里容易发生这种情

况。程科叔叔提醒广大学生，不要

一个人去偏僻、陌生的地方，不要

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礼物，不听信

陌生人的哄骗，遇到事情要要多

学、多问、多想。

“儿童安全是由学校安全、居

家安全、以及外出安全教育等多

方面构成的。据目前校园安全来

说，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程叔

叔表示，学校有严格筛选出来的

保安叔叔，还配备盾牌、电棒、辣

椒水等“武器”，遇到安全问题他

们都会第一时间保护我们；学校

还在各个地方安装了监控，可以

查看有无陌生人进校。上下学时

间，交警叔叔也来维持交通秩序，

保障交通安全。叔叔说了这么多

安全措施，让我知道在学校我们

是安全的。

程科叔叔还说，上下学期间，

路程远的话最好由家长接送，或

者几个同学成群结队回家，尽量

不要一个人独处。外出时要征得

家长的同意，遇到危险打报警电

话求救。

叔叔告诉我，今后还会有高

科技手段运用到校园安保上。比

如人脸识别技术，凡是有前科的

不法分子接近学校范围，人脸识

别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提醒保安

叔叔关注此人。还会建设安全防

范体验馆，我们学生可以去参观、

学习、体验怎么样安全保护自己。

“小孩子的安全不仅仅全靠别人

保护，儿童自己也要接受安全教

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程科叔

叔说。

小记者 柳李洋

指导老师 朱艳

关注儿童安全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

1 月 20 日，在记者姐姐的带

领下，我针对城区乱停车现象和交

通安全问题采访了政协委员金钟

伟。

“金叔叔，平时我妈妈会骑电

瓶车接送我上学放学，然后我经

常会看到很多电瓶车开在马路中

间，而没有正确行驶在非机动车

道。很多非机动车杂乱无章行驶，

导致交通安全存在隐患问题，对

自己和对他人的生命都造成了威

胁，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理措施和

改进方法？”

金叔叔说，第一，我们的领导

一直在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这次

两会上也提出来相应措施。下一

步，相关部门也会尽力去整治。第

二，我们发动媒体、网络的作用，做

好文明出行的宣传工作。第三，我

们要从自身做起，倡导市民文明行

车，帮助身边的人提高交通法规的

认知水平，从而缓解交通拥堵现

象。

听了金叔叔的回答后，我觉得

交通安全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

的稳定，国家的发展。全社会都不

能掉以轻心，要警钟长鸣，确保大

家的安全。现在我们临安变区了，

我们更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来融入

杭州这个国际大都市，因此，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做一

个文明人。

小记者 马欣冉

指导老师 潘鑫卉

遵守交通规则 做文明好市民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家

长都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可是，我

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们，经常用零花

钱在校门口买不健康、不安全的食

品和用品，比如辣条、弓弩等。 我

采访了区政协委员李素琴阿姨，提

了三个问题：在小孩身边放零花钱

有必要吗？怎样才能避免食品存在

不卫生、不健康和用品不安全问题

呢？怎样加强校门口的食品和物品

监管？

李委员是一名检察官。她从多

年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和保护的

工作经验出发，谈了自己的观点。她

说：“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上下学

是家长接送的，那么在身边放零花

钱没有必要。因为年纪太小，辨别是

非、自我判断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

都不是很强，很容易造成乱花钱的

现象，并滋生坏习惯。”并且还建议，

应该由接送的大人挑选购买或自带

食物，更加安全和卫生。

李委员提出，要采用堵疏结

合、各个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方式

来加强校门口的食品和物品销售监

管。堵，就是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全面推进校门口以及学校周边

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及市场准入。

疏，可以在学校周边建立几家规范

经营示范店，把那些不合法、不规

范的商贩变成合法、合格的小商店

或者小超市，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

患。

“除了监管外，加强安全宣传教

育很重要，包括对学生、家长、商户

和小商贩的宣传和教育，如教育学

生自觉抵制‘三无’产品，强化商户、

小商贩的责任和自律意识，共同筑

起一道安全的屏障，让孩子们健康

茁壮成长。”李阿姨说。

小记者 章依婷

指导老师 朱陈伟

给学生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场所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很多

孤寡老人，没人照顾，很可怜。20
日，我采访了区人大代表、区民政

局老龄委办公室主任朱旭红，了解

临安目前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据朱旭红阿姨介绍，截至去

年年底，我区 60 周岁以上的老

人有 11.9 万，占户籍人口数的

22.48%。老龄化程度持续增加。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

更有幸福感。”朱阿姨说，临安区

政府高度重视养老工作，在养老

服务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去

年，我区通过自建老年食堂，推

动老年人助餐服务有效全覆盖。

目前，共有老年食堂 43 家，镇街

级的老年食堂每天都要五六十

位老人就餐。“特别是对，孤寡、

空巢老人，还采取了低价、免费

政策。对偏远山区的老年人，还

实行配送餐服务，解决吃饭问

题。”

以前，大家觉得把父母送进

养老院是“不孝顺”，但我觉得现

在有些养老院条件很好，看护人

员也很专业。比如我家附近的锦

北街道竹林村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我看到里面老年人生活

得很开心，我奶奶经常过去当志

愿者，也和他们一起娱乐。提起

这个，朱阿姨告诉我，目前我区

有养老机构 27 家，床位 2780 余

张，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11 家，已

经基本满足我区高、中、低端养

老服务需求。

“接下去，我们将以‘养老服

务质量提升’为目标，不断提升

居家养老服务水平。重点开展镇

街级照料中心建设，完善养老设

施功能布局；做实医养结合，依

托镇街、（村）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康复项

目。”朱阿姨表示，还会做好文化

养老文章，以老年电大为载体，

开展健康养生讲座、书法、绘画

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小记者 陈薇羽

指导老师 朱艳

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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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更多的交通参与者礼

让斑马线，让行人更安全、交通更

通畅？我采访了区政协委员杨彬

阿姨。

杨阿姨首先肯定了礼让斑马

线的重要性。她说，首先，有关部

门一直在大力宣传“礼让斑马

线”。整治前的宣传，是告知广大

交通参与者，礼让斑马线是常态

化的一项行动；整治过程中的宣

传，是通过处罚典型违章，树立礼

让斑马线的先进典型。其次，城市

也在完善交通设施和优化信号

灯。交通部门在道路上施画了的

完整清晰的斑马线，斑马线两侧

设置了醒目的提示标志和“礼让

斑马线”的醒目标语。第三，相关

部门也在加强对机动车礼让斑马

线的整治力度，坚持规范执法，并

把教育和处罚相结合。

杨阿姨在做义工、志愿者时

参与文明劝导。她结合这些经验，

她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行人、

“三小车”的查纠和处罚力度。行

人在有信号灯的路口切勿闯灯，

无信号灯路口切勿抢行，不要为

了省事而翻越护栏，不追逐打闹，

不低头玩手机。具体来说，就是严

管敢罚，同时通过集中学习、体验

式教育、参加志愿劝导服务等活

动，抓执法、抓教育、抓养成，推动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行人自觉

守法、文明出行。

礼让斑马线，你我共参与。只

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文明才是有

感情、有温暖、有推动力的……

小记者 郑伊然
指导老师 金轶润

礼让斑马线 你我共参与

近段时间，我们学校很多同学

得了流感，到医院看病，要排很长

的队伍，等很久才能看上，是否可

以建造一个专业的儿童医院呢？

两会期间，我带着这个想法，采访

了人大代表戚静燕阿姨。

戚阿姨说：“你的想法是好的，

目前我们中国的儿科医生缺乏，人

才缺乏，临安要建一个专门的儿童

医院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又问道：“那医院是否可以

利用科技智能的办法，用手机 APP
预约挂号，像滴滴打车一样，手机

实时反馈医院就诊情况，不用本

人去医院排队挂号，快轮到就诊

的时候，再出发去医院，减少交叉

感染的可能?”
戚阿姨告诉我，其实医院已经

有网上预约挂号的系统，但人们还

不习惯使用，还是习惯自己去医院

挂号。我觉得，医院的这种预约挂

号估计不难，但是现在还没有专门

的这种 APP。随着科技的发展，相

信不久，马上就会开发应用起来。

我再次请教了戚阿姨：“现在

流感这么厉害，有措施可以预防流

感吗？”威阿姨说：“流感的确重在

预防。尽量少去人多、密集的地方，

多去空气新鲜的地方呼吸新鲜空

气。多做体育运动，增强体魄。多

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吃当季水

果，如：梨、橙子。”

戚阿姨还说：“目前，虽然我们

还暂时建造不起儿童医院，但是这

个话题已经在两会上提到，引起了

大家的关注。另外，医院的儿科团

队加班加点，任劳任怨。舍小家，为

大家。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顾自己

的家庭，只希望能为孩子们解除病

痛，恢复健康。”

小记者 刘若晰
指导老师 潘鑫卉

关注儿童健康 理解医生职业

最近班里有很多小朋友都得

了流感，没去上课。我在想，那么

多小孩子生病，是不是跟平时运

动得少有关系？因为我们平时有

很多作业要做，都没时间运动。而

且我发现我们这里好像很少有适

合小孩子运动的器材。为此，我采

访了区人大代表、临安人民医院

的医生俞厚明叔叔。

俞厚明叔叔说，中国是体育

大国，同时也是体育弱国。在美

国，小孩子每天的运动量是非常

大的，而中国无论是青少年还是

成人，运动量远远不够。“根据科

学依据，身体体质是靠体育锻炼

来提升的。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增强体能，抵御疾病。”俞

叔叔告诉我，适度、规律的运动能

促进身体免疫系统发育、成熟，免

疫系统成熟后，体质就增强了，那

么引起疾病的病毒感染就无法入

侵了。

俞叔叔说，就临安目前的状

况来看，不管是社区还是公共场

所，适合儿童健身、运动的设施较

缺乏，很多设施要么只适合中老

年人锻炼，要么是为了竞赛而设

置。他建议能够多些适合不同年

龄段锻炼、健身的设施，真正做到

全民健身。

除了在学校里打篮球和在家

里跳绳，我希望还能有专门适合

儿童运动的场所，是不是能够实

现呢？

小记者 程子涵

指导老师 朱艳

增加儿童健身设施 增强儿童体质

临安未来的绿化建设是怎样规

划的？石镜街的综合改造有什么亮

点？未来临安的城市规划会不会设

计包含更多的钱王文化元素？两会

期间，我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区人

大代表张云霆先生。

张叔叔告诉我：作为国家园林

城市，临安结合城中村改造，在未来

将新增公共绿地 32 万平方米，包括

道路沿线绿化建设，遍布城市各个

角落的口袋公园、节点绿化和大公

园建设，如青山湖绿道、狮山公园和

横溪湿地公园。

石镜街的综合改造优化方案一

共有四大亮点。首先是功能的完善

和提升。由原来的双向两车道拓宽

成双向四车道，并增设非机动车道，

实现了机非分流，不断完善的道路

结构使通行更顺畅。

“是的，”听了介绍我不禁连连

点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可

是，改造后的石镜街看上去好像绿

化变少了？”张叔叔笑着连连摆手，

详细地介绍起了石镜街的第二个亮

点：绿化景观的提升。在石镜街，

增设了一个面积约为 1600 平方米

的石镜文化公园和一个小广场，在

非隔离的护栏及相关路段，还设置

了花篮、花箱，这样一来绿量不减

反升。第三大亮点便是沿街建筑的

立面整治体现文化特色。从店招店

铺的改造、墙面色彩的配置到架空

线路上改下、沿途绿化节点的设

置，无不彰显临安的历史文化特

色。第四大亮点可不得了，人行道

新换上的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新型透

水性材料，充分体现了节水环保理

念，彰显现代“海绵城市”的特

色。

除了以石镜街为代表的一些街

区，未来临安的城市规划会不会设

计包含更多的钱王文化元素？张叔

叔回答：区里非常重视钱王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启动了改造钱王陵区

块、建设吴越文化公园等项目。在未

来的设计规划中，临安更是把钱王

文化融入城市建设，不论是街道的

命名还是依据“钱镠望塔”的典故打

造的塔山路历史文化街区，都将展

现钱王文化底蕴。

小记者 潘熠

指导老师 金轶润

增绿化融文化 扮靓美丽幸福新临安

跑“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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