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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钱小萍的时候，她刚从临

安博物馆参观回来，一把握住记者

的手，亲切地说：“你好。”钱小萍已

是 81 岁高龄，气质高雅，行动还算

利索。彼时，神情略显疲倦，眼神却

那么慈祥。

钱小萍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县的一个小村庄，据她回忆，

整个村子都姓钱，但并不清楚自己

是钱氏第几代子孙。提起与临安的

首次接触，她说，第一次来临安寻

根问祖，是在 2007 年，从那时起，

就对这座小城多了一份向往。时隔

12 年，待身体状况有所恢复后，她

迫不及待地再次踏上临安这片祖

根地，参加“清明恭祭钱王”典礼。

“临安不仅变得越来越美了，文化

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了，尤其是临安

博物馆，可以说是古朴和时尚的完

美结合，展现了临安历史和吴越文

化。”她对博物馆的建筑和陈列布

展设计都颇为赞赏。

“清明时节的恭祭钱王活动，

我们深切缅怀先祖，对后代更是具

有教育意义。钱氏家训在钱家代代

相传，成为人才辈出的不竭动力。”

钱小萍说钱氏家训中，最有感触的

一条是“利在一身勿谋也 利在天

下者必谋之。“这是融入在血脉中

的骄傲，也是使命，时时鞭策和激

励自己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钱小萍是丝绸专家，是苏州丝

绸博物馆创始人，是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宋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她集科学家、工程师、艺

术家和学者于一身，一辈子在自己

钟爱的事业上孜孜不倦，成就卓

越，填补了一项又一项丝绸文物复

制的空白，创造了一个个令人瞩目

的成果。

16 岁的钱小萍，考入江苏省丝

绸工业学校首届丝织专业，从此与

丝绸结下了不解之缘。后在苏州丝

绸研究所和丝织试样厂工作期间，

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工艺技术的

研究，先后设计创作了大量精美的

丝绸作品。上世纪 70 年代，在那段

动荡的岁月里，她始终保持平稳而

坚韧的心态，运用丝绸技艺，苦心

钻研、反复试验，发明了第二代纺

织人造血管———机织涤纶毛绒型

人造血管，该产品荣获国家发明三

等奖，又在日内瓦获得第 14 届国

际发明镀金奖，以及第 35 届布鲁

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质

奖。

随着与国际同业的交流加深，

钱小萍在日本、法国等国家考察

时，看到当地均建有丝绸博物馆，

这让她内心深有感触。她强烈呼

吁，为抢救、保护和挖掘优秀的丝

绸传统文化，应该建立一座丝绸博

物馆。从选址、经费，到馆舍设计、

展品征集、陈列设计，她四处奔走，

事无巨细，费尽心力。经过 10 年努

力，中国第一座丝绸专业博物

馆———苏州丝绸博物馆终于建成。

“宋锦是我国三大名锦之一，

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却

一度濒临失传，太让人心痛了。”谈

及丝绸，钱小萍难掩内心的激动。

退休后，她没有停下脚步，以挖掘、

传承宋锦织造技艺为己任，创办了

钱小萍古丝绸复制研究所，带领学

生到处搜寻画样，对织机制造、织

物结构、图案设计等环节进行潜心

研究，成功复原了失传的宋锦花楼

织机，复制了一批宋锦文物，创制

出众多宋锦艺术品。其中宋锦巨作

“西方极乐世界”，耗费 6 年心血方

创制成功，再现了古代宋锦的辉

煌。

在钱小萍的教育培养下，两个

儿子均毕业于名校，如今事业有

成，孙子孙女也是十分优秀。近几

年来，她割舍不了丝绸情，并没有

选择舒适的养老生活，时间的紧迫

感让她闲不下来。撰书出版、培养

人才、讲课交流……她凭着一股韧

劲和满腔热情，耄耋之年依旧竭尽

余生投入到宋锦文化的传承和传

播中去。

这次来临安，钱小萍特意捐赠

了一幅亲自设计的钱武肃王宋锦

织像。此前，在苏州钱镠文化研究

会的发起下，她根据常熟博物馆馆

藏的钱武肃王画像为蓝本，日以继

夜，争分夺秒，最终在一个月内，创

作了这幅长 120 厘米、宽 50 厘米

的宋锦织像。“我年龄大了，做人做

事只要竭尽全力，就没有遗憾，希

望宋锦织造技艺能继续传承，让文

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钱小萍如

是说。 记者 章昕

跋涉在丝绸之路上 匠心续写绚烂芳华
———访丝绸专家钱小萍

通讯员 代英超

本报讯 高山珍稀植

物黄山杜鹃，经清凉峰保

护区科研人员 4 年引种驯

化培育，成功繁育 500 株，

今年 4 月份终于有 3 株鲜

花绽放，花朵大而美丽。

人工引种驯化培育成

功的黄山杜鹃花期早，比

野生黄山杜鹃花期提前

20 多天；植株高 10 厘米

左右,花大，几乎与植株成

正比，花色艳丽，漂亮美

观，具有极高的园林推广

应用前景。

近年来，清凉峰保护

区在极小种群、野生珍稀

植物抢救、珍稀濒危植物

繁育等项目支撑下，管理

局科研人员积极开展珍稀

濒危植物种质资源收集，

天女木兰等极小种群的保

育和野外回归试验，系统

开展象鼻兰的生存群落、

种群数量调查，系统繁育

等工作，在龙塘山设立珍

稀植物苗圃繁育基地，开

展播种育苗工作，并且派

遣专人加强监测与管护。

目前，苗圃地内培育扩繁

天女木兰、乳源木莲、玉铃

花、巴山榧树、华榛、小勾

儿茶、膀胱果、黄山杜鹃等

2 万余株，取得了良好的

珍稀濒危植物繁育成果。

记者 朱陈伟 通讯员 临法

本报讯 25 岁的罗某是广西

人，10 多年前，他和父母一起举家

来到临安定居，平时靠跑车拉货为

生，日子也算平静。但是他有一个

不好的习惯，喜欢赌博，每次拉货

的钱根本不够输，外头也欠了不少

钱。于是，从小就有捕蛇经验的罗

某就把主意打到了王锦蛇的身上，

想通过抓蛇“补贴家用”。王锦蛇，

又称菜花蛇、大王蛇，在临安山上

经常能看到。

野生的王锦蛇主要以鼠类为

食，是鼠类的天敌，如果随意猎捕，

会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严

重影响，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动

物，更是被我省列为浙江省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物。罗某虽然清楚这

点，但为了牟利，他通过网络购买

了几十个笼子和一些鹌鹑，独自一

人来到昌化镇附近山上，用装有鹌

鹑的铁笼子诱捕王锦蛇。2017 年 4
月至 7 月，罗某诱捕了 80 余条王

锦蛇，非法获利 1.2 万余元。

2018 年 5 月，罗某又约上了之

前的工友王某和老乡曹某（另案处

理），采用同样的方式，在锦北街

道、高虹镇等地捕蛇。期间，父亲老

罗几次劝他“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

做啊”。但尝到甜头的罗某，怎能放

弃如此“发家致富”的好机会。几个

月的时间，他和同伙三人疯狂捕猎

王锦蛇 730 余条，共非法获利 8.8
万余元。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安机关

在一次巡查中，发现了罗某藏于出

租房中的笼子和尚未卖出去的 30
余条王锦蛇。次日，罗某自知东窗

事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17 日上午，区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罗某、王某非法

狩猎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检察机关指控称，被告人罗

某、王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

使用禁用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

狩猎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提起刑

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法庭上，罗某说：“其实我知道

抓蛇是不对的，但是每次手头紧，

就又忍不住去抓了，我愿意认罪认

罚，赔偿我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经

过一上午的庭审，控辩双方进行了

举证质证、法庭辩论，针对公益诉

讼部分，双方均表示有调解意向。

庭后合议庭将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并结合调解情况及刑事部分的案

件情况择期宣判。

捕蛇者捞金数万元 难逃法律严惩

清凉峰保护区驯化培育的黄山杜鹃开花啦

记者 朱陈伟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自“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区公安分局全力

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

目前，共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 1
个，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2 个，

涉恶团伙 60 个，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541 人，扣押非法资产 3.4 亿

元，扣押车辆 17 辆，查封房产交

易手续 21 处，并破获多起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

毁财案件，有效维护了我区社会

治安秩序的安全稳定。

黑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

巨大毒瘤，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灾难，也影响到了整个

社会的繁荣稳定。区公安分局坚

决贯彻中央、省、市决策部署，

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及上级公

安机关的工作要求，选调骨干力

量组建专业团队，下发扫黑除恶

线索摸排核查规范、指引，会同

成员单位建立行业领域异常情况

排查报告制度，广泛发动全区公

安机关、相关部门、基层组织、

网格员等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排摸

工作。以“飓风”“雷霆”系列

行动为载体，聚焦套路贷、农村

地区、建筑工程、矿场行业等重

点领域，组织开展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集群战役，重拳出击、集中

收网，波次式掀起斗争高潮，全

面提升整体斗争实绩。

区公安分局在市公安局统一

部署下，成功侦破以华某某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据了解，

区公安分局深挖本地案件线索，

全面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期间，先后打掉了朱某

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郑某某为首

的犯罪团伙、朱某苹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盛某某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叶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郭某某为首的套路贷团伙等，

及侦办了村主任叶某某和陈某某

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工作推进中，区公安分局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设立 24 小时扫黑除恶举报电话。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

语、投放宣传视频、召开新闻发

布会等形式，营造共建共享社会

氛围。同时，坚持“一案三查”

制度，通过涉黑涉恶专案侦办，

及时发现行业领域、基层治理中

存在的问题漏洞，向各级党委政

府和职能部门提出加强行业管理、

深化社会治理、夯实基层基础的

针对性对策措施建议，不断夯实

扫黑除恶基层基础。

区公安分局
“亮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已对 541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见习记者 雷竺欢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周五就是体育中考

了，天气怎么样？” 近日，区气象

台接到一些考生家长的来电，咨询

近期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区气象台

了解到，周五多云为主，夜里转

阴，气温 16 至 28 度，全天气温较

舒适。

周六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俗

话说：“谷雨下雨，四十五日无干

土。”从周六开始，我区阴雨天气为

主，周六有短暂小雨，周日中到大

雨，并伴有小幅降温。

据区气象台预测，受高空浅槽

以及低层弱切变线影响，下周开始，

我区将是阴雨绵绵，“周一至周五为

阴天，每天都会下点小雨，每次两三

个小时。市民出行时记得带好雨

具。”好在气温变化不大，周末天气

将转好。

本周末有雨 下周还是“雨雨雨”

通讯员 林茶轩

本报讯 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

节，来临安体验山地风光，品味

茶俗文化，感受乡村风情吧。由

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区茶文化研究会承

办，区国资公司、区旅投公司协

办的区第八届茶俗文化旅游节开

幕式将于 4 月 21 日 （周日） 上午

9 时于吴越文化公园 （区博物馆）

举办。

本届茶文化旅游节以“文旅

融合 茶旅共兴———茶文化旅游让

人们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把临

安的茶俗文化与临安村落美景、

休闲运动等特色旅游有机结合。

旅游节特别推出 5 条茶文化

特色旅游线路，让更多人感受茶

文化、体验养生游。这五条线路

分别是：上田采茶、指南品茶、

天目探茶、峡谷觅茶、龙门访茶。

20 日为全民饮茶日，上午 9
时至 16 时 30 分茶研会在“五进”

基础上，在市区设 6 个免费饮茶

点，具体地点如下：闲云堂茶楼

（锦江路 1435 号）、水岸居茶馆

（农林大路 617 号）、曲舍工作室

（苕溪南路 1052 号）、小雅茶叙

（城中街 949 号）、山袍茶业 （锦

江路 1059 号）、找茶义之源茶艺

馆 （平山新村 119 号）。

临安第八届茶俗文化旅游节周日开幕

停电通知2019年 4月 19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4 月 26 日 08:00-13:00 停三口 V552 线冲坑分线 38# 杆葱坑董公坞配变令克以后 葱坑董公坞

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珠西张家头

10KV 泗洲村（泗洲中心）公变

停会达 V422 线艾力康医药分线 3# 杆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开关以后

停大横 V543 线珠西分线 76# 杆张家头配变令克以后

千洪 V121 线 172# 杆泗洲中心分线分线

08:30-14:30
13:00-18:00
08:10-17:00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取消）

秀下章屋里河桥 V781 线秀下分线 13# 杆章屋里支线令克后段07:40-12：204 月 25 日

东湖拆迁小区公变

里桃村南坞里

停锦都 V117 线东湖村 3# 变分支线东湖拆迁小区公变令克

停里桃 V541 线南坞里分线 7# 杆里桃村南坞里配变令克以后

08:40-13:00
08:00-13:00

4 月 25 日

4 月 25 日

南坞里配变停里桃 V541 线南坞里分线 17# 杆南坞里配变令克以后13:00-18:004 月 25 日

东坑村[方庄]公变

江川村（上凤）、江川村(四坞)
杭州临安朱氏信义祥食品有限公司、湍口

村沈村头、临安市湍口镇小学

10KV 泗洲村（泗洲中心）公变

杭州临安排水有限公司

停临目 V581 线方庄支线 19# 杆东坑村[方庄]公变令克以后

岛石 V168 线 21# 杆四坞分令克后段

迎丰 V783 线镇小站湍口小学分线开关后段

千洪 V121 线 172# 杆泗洲中心分线分线

停休闲 V108 线防洪站临安污水处理厂分线开关

08:50-16:30
07:40-17：20
07:40-12：20
08:10-17:00
08:15-17:30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6 日

临天路 2# 公变停钱王 V326 线 11# 杆临天路 2# 公变低压总闸刀后段07:50-17:304 月 26 日

为了确保 2018 年杭州市临安区农村

公路改造提升工程- 大鱼线施工秩序，保

证车辆通行安全，对该路段实行全封闭间

隙式通行，施工内容：

一、施工路线：

大鱼线（K1+290~K7+930）为全封闭间

隙式通行施工路段。

二、间隙式通行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8 月 30 日；上午 5 时-7 时，下

午 17 时 30 分-19 时 30 分。

三、请各位驾驶员和群众提前调整出

行时间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

挥，施工期间，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有特

殊情况，与镇政府、交管部门联系，公交营

运车辆由公交公司根据施工进度自行安

排。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高虹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临安区公路段
2019年 4月 19日

2018年杭州市临安区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
———大鱼线施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