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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 月 10 日2019年“春风行动”爱心榜

临安区 2019“春风行动”累计募集捐款总额为 2863175 元（截止 2019
年 1 月 10 日 15：30），捐款热线：63968585

地址：衣锦街工人文化宫 2 楼（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辖区冬季

防火宣传，有效提高广大市民群众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坚决杜绝和预防各类火灾事故的发

生，近日，临安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消

防志愿者、基层网格员等宣传人员

走进岛石镇、昌化镇等“两昌”地区

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活动中，宣传人员走进沿街商

铺、居民小区，发放了《消防常识二

十条》、《沿街店铺消防安全告知

书》、《出租房消防安全提示》等宣传

资料。同时结合生活中的实际火灾

案例，就如何预防火灾、如何拨打

119 报警、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及安

全用火用电等知识给商铺经营者和

居民进行了耐心的讲解，并叮嘱他

们要注意日常良好习惯的养成，不

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违规充电或停

放电瓶车等。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消防宣

传资料 800 余份，有效地增强了沿

街商铺经营者和居民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为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推

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临安消防将冬季防火“秘籍”
送入“两昌”地区

记者 穆宇鸿

本报讯 龙岗镇在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中的蝶变新生，让文化站

长汤佳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今年 56 岁的汤佳良出身匠人

之家，父辈都是技艺精湛的造船工

匠，而他偏偏做了艺人，舞文弄墨，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在汤佳良的

记忆里，龙岗的历史底蕴深厚，小

时候村里文化活动搞得火热，但到

了上世纪 90 年代村里鲜有人参

与，后来他当了文化站长就想通过

文化的力量，让小山村恢复过去的

热闹劲儿。

近些年，广场舞风靡国内，为

了动员龙岗百姓跳舞健身，汤佳良

自学成才，动员大家参与。每天他

背着音响走村入户，一个晚上能跑

3、4 个村。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很

高，而最尴尬的却是———镇里没有

一个像样的活动场所。

能有一个宽敞的健身广场，是

汤佳良和百姓的梦想。那时候，

为了编排大型的活动，汤佳良不

得不蹭用企业的晒场，有今天没

明天的排练严重影响了群众参与

文化活动的热情。甚至在春节龙

灯踩街活动中，狭窄的龙岗大街

难以让队员们一展身手，偶尔有

流浪狗冲出来，哪家的猪跑出来，

还可能要上演一场人畜大战。

如今的龙岗镇再也不是当年

那番模样。说起龙岗的变化，汤佳

良的眉毛都快飞起来了：“现在汤

家湾村，三改一拆整出来的小型活

动场所就有 6 个，停车场有 18 个，

农贸市场旁边还有能容纳一千多

人的文体广场呢。”

不仅多了休闲健身的小公园，

最直观的改变就是龙岗大街。以前

的龙岗大街坑坑洼洼，现在，沿街

立面都披上了“新衣”，道路两边

“颜值”提升，店招店牌也统一了着

装，还有平整的柏油路面，从空中

“消失”的强弱电线路。“现在表演

队走在龙岗大街上再也不会害怕

被狗咬了。”

龙岗镇的变化不止一条道路

的改变。汤佳良说，现在小城镇建

设后，那个小时候的龙岗模样越来

越清晰了。“以前下汤这边的背街

小巷乱糟糟，现在变化大，废弃的

发电站变成了海绵公园，随处可见

的墙绘，恢复了我们老底子的记

忆，你看这边的打铁铺、粮站、榨油

厂，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的记

忆都藏在小巷深处了。”汤佳良感

叹，记忆中的龙岗回来了，这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让人看到了人文，

感受到了温度，还记住了乡愁。

现在的龙岗镇，到处都是清清

爽爽，活色生香。每天茶余饭后，走

出来逛街的村民越来越多了，赞美

声随处可听，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更是随处可见，不仅有了活动场地，

就连存放道具都有了场所，还有能

容纳各种具有乡愁情怀老物件的蚕

桑馆。汤佳良指着展览馆，“喏，《渔

翁乐》里的道具，齐刷刷的摆在这里

就成了一道风景线，多好看。”

文体广场、蚕桑馆、展览馆、非

遗馆、党建馆……文化的力量不可

小觑。一年多的时间，在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中，龙岗传承文化基

因，打造了不少有故事的节点，挖

掘了有底蕴的院落，在改善民生的

同时，把更多文化内涵融入到了建

设事业中。

“搞小城镇建设最大的受益

者就是群众，它促进了文化人的

创作热情，让文化有了新的展示

平台。”看着龙岗的变化，汤佳良

创作热情高涨，他说，想把新建

好的文体广场好好用起来，编排

文艺节目，办场文化活动，让老

百姓在自家门口热热闹闹过一个

快乐年。

通讯员 屠力

本报讯 日前，农工党浙江省

委会召开十二届三次全会，会上印

发《关于表彰年度先进组织、先进

个人、优秀成果的决定》《关于 2018
年优 秀调研 报告 评选结 果的 通

报》，农工党临安区委会以及多名

党员同志受到表彰。农工党临安区

委会荣获 2018 年度社会服务工作

先进集体。党员吴土法获 2018 年

度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裘小民

获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裘小民和夏华芳执笔撰写的

《关于推进农村电商提档升级 助

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议》

获 2018 年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农工党临安区委会历来重视调

查研究、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

作。2018 年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工作

中心，立足本地实际，着眼服务大

局，在调查研究、参政议政上做到

了准快精，提出有价值、有份量的

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1 篇调研论

文获农工党中央 2018 年度理论研

究优秀论文二等奖。2018 年度区委

会报送的社情民意中，有 2 篇被农

工党省委会录用，6 篇获区委书记

卢春强批示。区委会围绕村落景区

建设主题，持续开展徐村村服务点

工作，从提供医疗科技服务、收集

社情民意信息两个方面重点推动

和开展与万马社区的结对共建活

动。

农工党区委会和多名党员
获农工党省委会表彰

通讯员 卢一未

本报讯 去年以来，湍口镇按

照“学习一个专题、推动一项工作”

的思路，运用“三大抓手”突出重

点、创新载体，扎实开展“八都讲

坛”干部夜学活动，重学习、强服

务，切实提高全镇干部队伍的综合

能力，打造学习型干部队伍。

抓龙头，在武装理论学习上求

发展。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

专题辅导与理论研讨相结合，深入

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实际工

作。湍口镇党政领导班子在学习上

做到以上率下，通过领导干部领着

学、镇村干部主动学的方式，在全

镇上下掀起学习热潮，不断提高干

部自身的思想认识和业务能力。

抓创新，在推进学习方式上求

进步。紧紧围绕“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制定专门的

学习计划，每月至少组织镇村干部

学习两次。主要采用集中讲学的形

式，邀请专家学者或部门负责人，

进行政治理论指导、业务培训、典

型经验交流等，定期安排政务礼

仪、摄影技巧、休闲养生、健康教

育、职业道德等讲座，既注重学习

制度的规范性和学习内容的丰富

性，又注重学习形式的多样性和灵

活性。同时，把学习活动与党风廉

政建设、固定党日活动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进一步强化组织管理，打

造机关高效运转平台，努力形成团

结、向上的工作状态和氛围。

抓活动，在开展指导实践上求

实效。积极引导镇村干部更好地运

用党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并将参

加学习情况与年终考核评优相结

合，严格做到学前有计划、有安排，

学习有记录、有笔记，学后有心得、

有体会。通过组织专题讲座、进行

专项培训、举办特色演讲等活动，

切实增强镇村干部学习的紧迫感，

使党员干部充分发挥自身才干谋

事创业，让“八都讲坛”的学习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美丽乡

村、“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文明

创建、平安建设等工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

截至目前，湍口镇已举办“八

都讲坛”干部夜学活动 9 期，参与

学习达 800 余人 次。通过 开展

“八都讲坛”干部夜学活动，为全

镇干部搭建了学习和交流平台，

进一步调动干部学理论、学业务、

学本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湍口

温泉小镇的建设提供智力保障。

湍口镇“三大抓手”助推干部学习常态化

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眼里的精彩龙岗

传播乡村文化终于有了像样的文化平台

单 位

临安区太阳镇横路小学

临安区委党校

临安区城东小学

临安区清凉峰镇中心幼儿园

临安区高虹镇人民政府

临安区城北小学

规划局临安分局

赵来玉

临安东普寺

临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临安区政府办公室

临安区太湖源镇人民政府

临安区玲珑小学

临安区昌化中医骨伤医院

临安区板桥小学

临安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临安区林业局

临安区玲珑街道社区卫生中心

临安区板桥镇三口小学

临安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安区博世凯实验小学

临安区锦南小学

临安区青云初级中学

临安区锦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人数

20
21
60
17
59
23
40
1
15
52
94
41

39
265
25
13
121
59
37
54
16

金额

4200
5800
12300
3500
19800
4800
8800
200

10000
3900
21100
23800
8400
3100
7800
10900
63000
2900
2700
21900
12100
7600
11100
3400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护”的
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化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
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
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需全面照护的

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明月山庄对面）

位于万马路延伸前山及高凉亭地块山上

有 1 座无主坟，现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

街道办事处对该无主坟进行认领，现予以公

告，请权利人在 7 个工作日内到锦城街道办事

处确认，逾期将按相关规定搬迁至西瓜村公墓

山 安 放 。 联 系 人 ：童 玉 琴 联 系 电 话 ：

13968036605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

2019年 1月 3日

公
告

停电通知 2019年 1月 11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 月 16 日
08:00-
14:30

雅观变 10 千伏待用 V619 间隔变电所侧电

缆头制作、实验、搭头（需进入变电所），高压

电缆敷设至用户设备，金安国际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增容至 7530kVA 配电工程。

无

杭州中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市临安区公路

段,临安宇通光源有限公司,杭州临安高虹镇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无

2019 青山所缺陷处理工程：下城 V351 线.杨
山 V346 线 2#--4# 杆移位立杆,架线和拆旧

工作。

宫里 V411 线宫里分线红家站 G3 柜接入，高

压电缆敷设至用户箱变，浙江交工路桥建设

有限公司新上 1250kVA 箱变一台。

08:00-
17:10

08:20-
13:40

1 月 19 日

1 月 18 日

上泉村[塘坞里]公变,杭州临安广播电视配件厂,
杭州临安利明线缆材料有限公司,临安渭磊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星科建材有限公司

停上泉村[塘坞里]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08:30-
15:30

1 月 18 日

取消

上泉村[塘坞里]公变,杭州临安广播电视配件厂,
杭州临安利明线缆材料有限公司,临安渭磊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星科建材有限公司

停吉祥 V392 线 37# 杆临安广播电视配件厂

分线开关以后

08:20-
17:001 月 11 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刘振遗失锦城街道水岸阳光 5A（5A 幢 402）房

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第 300084143
号，声明作废。

陈树标（身份证：330124196707020719）遗失出

租车上岗证，声明作废。

戴季平（身份证：340825198210194225）遗失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 证 号 ：

02000333018580002013000169，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近日，刚刚完成期末考试
的浙江农林大学求真实验班同
学，在学校食堂里亲手为父母
包饺子。家长们在学校食堂吃
到孩子亲手做的饺子和书写的
福字，纷纷为孩子们的这份“感

恩作业”打满分。

通讯员 陈胜伟 摄

学生感恩作业
家长给打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