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 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建辉 电话：0571-63746131 电邮：WJH@lanews.com.cn2 民生 L I N A N T O D A Y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捞纸、压纸、晒纸……从

树皮等原材料到一张张薄如蝉翼的桃

花纸，要经历一百多道工序，冬天有捞

纸的寒冷，夏天有晒纸的炎热，尽管桃

花纸宣纸制作很辛苦，可杭州临安浮

玉堂纸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旭东一做

就是三十多年。精耕细作、执着于传承

技艺的他，近日获得了“杭州工匠”称

号。

1988 年，陈旭东进入千洪宣纸厂

当学徒，其中最难的工序———捞纸，他

一学就是三年。

“捞纸看着很简单，浆水流出来，

抖一下竹帘，一伸一抓一放，一张纸就

出来了，但其实要做好一张上等的宣

纸很难，要调动全身的力量，手动、腰

甩、收腹等整套动作要一气呵成。现在

公司的捞纸师傅大多有十几年的经

验，夫妻档比较多。”陈旭东说。

因为勤于思考、举一反三，陈旭东

慢慢地掌握了桃花纸宣纸制作的窍

门，“浮玉堂”成立后，他还对工艺进行

了改进。传统古法捞纸需要每个池子

进行“扣槽”，然后用竹杆将油水搅

匀，每次需要两个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陈旭东远赴

韩国、日本取经，设计手捞式宣纸帘，

研制并建成半自动喷浆式手工捞纸生

产线，大大提高了桃花纸宣纸的生产

效率，工人一天的捞纸量翻了一番。同

时，解决了桃花纸宣纸厚薄不均匀、薄

纸晾晒易破损等技术难题。这，也为他

之后缓解招工难、降低生产成本打开

国内市场等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于 2000 年成立“浮玉堂”，

陈旭东说，初衷是传承传统技艺，“手

工制作宣纸桃花纸的人越来越少，我

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传承技艺。”

公司成立之初，用陈旭东的话说

一穷二白，兜里只有 5000 元钱，还向

人借了 10万元。

所幸的是，千洪桃花纸由来已久，

不时有客商慕名前来询问。因为“浮玉

堂”制作的纸，纸质绵韧，手感润柔，质

地纯白细密，受到了客商的欢迎，销量

逐步打开。

随着国画、书法等传统文化日渐

受到重视，手工制作宣纸费时费力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陈旭东改进了几台

机器做低端纸，手工纸则仍然面向中

高端市场。

手工纸单张利润高，但制作数量

有限，且客户群体少，反而是薄利多销

的机制纸是“浮玉堂”利润的主要来

源。尽管如此，陈旭东仍然坚持保留手

工纸制作，这源于对手工制作宣纸的

喜爱与责任，这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

支持，2010 年，手工纸厂房成为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在制纸上，机器是无法代替手工

的，手工纸是一面旗帜，老一辈人的手

艺不能在我们手中消失。”陈旭东说。

陈旭东担忧的是，技艺传承的后

继无人：“手工制作宣纸太辛苦了，几

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厂里在做的都

是老师傅，总有一天他们会做不动。”

加大力度支持优秀传统文化与技

艺，陈旭东认为是技艺传承的希望所

在，他说，他也将会在创新手工制纸工

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与纸相伴三十余年
———记“杭州工匠”获得者陈旭东

记者 朱艳 实习生 张蔚斐

本报讯“山隐隐，水迢迢，一叶

轻舟漂来了古老的歌谣……”26 日，

在“筑梦唐昌首镇，唱响古韵河桥”

河桥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晚会上，一首曲风悠扬，带着江

南水乡韵味的歌曲引起了现场观众强

烈共鸣。这是河桥镇新发布的镇

歌———《千年一梦到河桥》。

记者了解到，为弘扬新时代河

桥精神，该镇于去年 9 月启动了镇

歌征集制作工作。从全国 100 多首

应征歌曲中，精心挑选出最终版本。

历经审稿、谱曲、制作等多个环节，

反复推敲完善，历经一年时间，完

成 《千年一梦到河桥》。歌词里提到

了旧木桥、青石板、排门楼等河桥

镇特色景象，也提到了箍桶、竹艺、

纳鞋底等传统手工艺，以及舞龙、

水灯等民俗表演。歌曲既表达了对

家乡河桥的自豪感，也透露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

引下，河桥镇在基础建设、环境营

造、产业发展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为升级样板，

昌南溪创成省级“美丽河道”，治危

拆违领先全区。同时，河白线、五

保供养中心、农贸市场等民生工程

竣工投入使用，柳溪江、河桥古镇

两大景区也成功签约新合作项目。

“我们以镇歌的形式，展现河桥多彩

的一面。”河桥镇党委副书记李炬辉

说，“让人们通过歌声，领略和传

播河桥的风情。”

河桥镇有了自己的镇歌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日前，杭州云之雀实业有

限公司与湍口镇湍口、迎丰、三联 3 个

村负责人签定了村落景区运营管理合

作协议，由云之雀充当市场主体，运

营湍口旅游风情小镇以及湍口温泉村

落景区。这标志着我区正式将村落景

区运营的经验做法推广到旅游风情小

镇创建之中。

湍口镇是浙江省首批旅游风情小

镇之一，小镇打造范围共 7.15 平方

公里，包括三联村、湍口村、迎丰

村、湍源村，核心区块为湍口村、迎

丰村 1.46 平方公里。自创建工作开

展以来，湍口镇深挖泉乡风情资源，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

丰富旅游体验，努力打造具有特色的

旅游风情小镇，实现美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经过一系列创建活动，湍口走

上了一条生态、农业、旅游、文化等

多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但如何让业

态‘活’起来，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

事。”湍口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村

落景区创建中，区文旅局创新提出运

营商的管理模式，把乡村产业做

“活”，值得借鉴。此次巧借村落景区

创建契机，与杭州云之雀实业有限公

司签约，把旅游风情小镇以及村落景

区运营工作交给“专业的人”，由其

统一运营、管理湍口旅游资源，可以

发挥运营商“龙头带领、资源整合、

资本放大、品质提升”作用，积极促

进湍口旅游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签约之后，杭州云

之雀将通过挖掘特色资源提升旅游业

态、引进人才提升运营能力、专注策

划把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等方面推进

湍口旅游业态运营。

湍口旅游风情小镇走上市场化运作道路

8 日，天目山镇九里村举办重阳敬老礼活动，通过文艺表演、打麻糍、送祝福等形

式与上百名老人一起欢度重阳节。近年来，该镇先后投入 500余万元，对镇农村五保
供养服务中心进行改造提升，不断完善养老服务。

通讯员 胡剑欢 摄

欢度重阳节
8 日，西林小学 960余名师生走进新校区，迎接新的学校生活。据了解，新西林

小学占地 42亩，包含教学楼、行政综合楼、风雨体育馆等常规功能建筑，以及航海航
模室、机器人室等专业课程教室。学生和送学生到校的家长早早来到新校园，面对全

新的校园环境和教育教学设施赞不绝口。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走进新校园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近日，2019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专家评审会在北京召开，浙江省报送的 15 个农产品全部通

过专家评审，其中我区的“天目笋干”名列其中。通过公示后，“天

目笋干”将正式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称号。

天目笋干有 1500 多年的加工食用历史，它是以天目山区

特有的石竹、天目早竹、红壳竹等鲜笋为原料，经特定工艺加工

而成的地方特色产品。天目笋干颜色青绿、黄亮，形状扁平、弯

曲，口感鲜嫩、脆爽，并具特有的炭烤咸香。曾在 2016 年被评为

全国百强果蔬品牌，2017 年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评估估值达

14.3 亿元。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既是农产品产地标志，也是特色农产

品品牌标志，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地域生态优势

品牌。“天目笋干”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将有助于进一步扩

大品牌知名度，打响天目笋干“土字号”、“乡字号” 历史经

典品牌，助力我区竹笋产业和乡村振兴，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

和农业发展。

“天目笋干”通过全国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

记者 朱艳 实习生 张蔚斐

本报讯 日前，龙岗镇召开灾后重建治危拆违现场推进会，

再次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动员全镇上下行动起来，确保治危拆

违工作按时按质按量高效完成。

为消除“危”、“违”带来的安全隐患，实现灾后重建村民观念

大转变、建房秩序大改变。前期，龙岗镇 24 个行政村共摸排出

8507 个拆整点，计划 11月底全面完成拆整任务，促进村庄环境

大蝶变。

走进峡谷源村，揭瓦、叠砖、拆木料……危房拆除工作正如

火如荼。由于道路狭窄，大型器械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拆除。作为

治危拆违重点示范村，峡谷源村从 9 月 18 日开始拆违整治。

“我们总共有 152 处整治点，已拆除 80 余处，计划 30 日之前完

成。”峡谷源村党支部书记钱建任说，拆后除了满足村民安置的

需要，还将通过建设宗祠文化广场、高山蔬果交易广场、驴友驿

站、新庄停车场等重点项目，打造一个全新的新农村。

据龙岗镇有关负责人介绍，灾后重建治危拆违工作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 16日—10月 15日）：9月 30日前完成

仙人塘村精品村的违建整治工作，及全域 D 级危房拆除工作；

10月 15日前完成峡谷源村、玉山村两个重点村违建整治工作。

第二阶段（9 月 16 日—11 月 30 日）：全面推进精品村、重点村

以外 21个行政村的拆整工作。

龙岗镇治危拆违再发力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近期，锦北街道辖区，临天路海皇世家周边拆违现

场，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在违建彩钢棚屋顶上作业，丈量面积

的、拆除彩钢棚的、收拾被拆除物的……拆违工作繁忙而有序。

连日来，锦北街道先后对武肃街一违建物流公司，平山路竹

林枫华对面五家违建机械加工厂，以及临天路海皇世家附近三

家违建物流公司彩钢棚进行依法拆除，拆违面积超 10000 平方

米。

据了解，为确保顺利推进违建彩钢棚拆除工作，前期，锦北

街道相关科室工作人员逐一上门，和当事人面对面沟通，做思想

工作。因为此前物流公司和机械加工厂均处于正常营业状态，街

道一边按照程序发放整改通知书，另一边帮企业物色新的办公

地址。前不久，所有违建的企业都完成了搬迁工作。随后，街道组

织施工人员对违建彩钢棚进行了依法拆除。

锦北街道拆除违建彩钢棚

日前，浙江师

范大学附属天目初
中举行 2019 学年

规范化周练启动仪

式。学校从六个方
面解读了规范化周

练实施方案并制定

了毕业班十条军

规。

记者 金凯华摄

停电通知2019年 10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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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5日 09：10-13：50 千洪V121线杨洪村阮家支线 1#杆 10KV杨洪村（杨洪
阮家）公变低压 10KV杨洪村（杨洪阮家）公变

石长城村栈岭马啸V262线 220# 杆栈岭水库分线令克后段07:40-16:2010 月 15 日

科技大楼公变停电料V214 线 3#杆科技大楼公变令克08:00-14:3010 月 15 日

10kV太源村 [富源小路口] 公变,10kV 太源村
[富源外]公变,10kV太源村[富源童家]公变

10kV 太源村[班竹坞村外]公变,10kV太源村[班
竹坞村里]公变,10kV太源村[班竹坞茶叶坪]公变

百亩V184 线 80#杆至班竹坞分线 53#杆开关

百亩V184 线班竹坞分线 53#杆开关后段

08：20-15：20

07：50-8：20

10 月 16 日

10月 16日

10kV 太源村[班竹坞村外]公变,10kV太源村[班
竹坞村里]公变,10kV太源村[班竹坞茶叶坪]公变

光明村（畔山村前山）公变

百亩V184 线班竹坞分线 53#杆开关后段

绍鲁V502 线前山分线 7#杆光明村（畔山村前山）公变低
压

15：20-15：50

08：20-16：10

10 月 16 日

10月 16日

双庙村（盛家）公变

10kV浪山村[诸家村]公变

双庙V253线双庙盛家分线 5#杆双庙村（盛家）公变低压

双庙V253线诸家分线 1#杆 10KV浪山村（诸家）公变

08：20-13：50

08：30-13：20

10 月 16 日

10月 17日

10kV 九里村[九里民丰村]公变,临安红其弹簧
有限公司,10kV九里村[九里燕窝]公变松溪V122线 61#杆燕窝分线08:00-15:3010 月 17 日

10kV田干村[田干大坞]公变

杭州市临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临安云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姚家V297线田干分线 62#杆 10KV田干村（田干大坞）
公变
停三联 V616 线泉口分线 16# 杆杭州市临安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开关以后

联青 V790 线、胜夏 V791 线、科技 V792 线、云盈 V793
线改开关检修

08：10-12：20

08:00-13:00

08:30-17:30

10 月 17 日

10月 10 日

10月 9日

青山湖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青山湖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横畈泉口村(上)

平峰村

环湖村牧家桥

节能V794 线、越星V799 线、越秀V800线、寺前V801线改开
关检修
胜中V810线、联科V811 线、联民V812 线、能源 V813 线改开
关检修
停泉口 V614 线华笑 6142 线笑园站上泉口分线 14# 杆
横畈泉口村(上)配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平峰V555 线平峰村分线 5#杆平峰村配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平峰 V555 线平峰村分线 15# 杆环湖村牧家桥配变低
压总闸刀以后

08:00-17:30

08:30-17:30

08:00-11:20

07:20-16:40

08:20-11:20

10 月 10 日

10月 11 日

10月 11 日

10月 10 日

10月 11 日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4:00 在临安区

锦城街道西苑路 11 号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举行公

开拍卖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尧拍卖标的院
1.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石镜街一处电子显示屏（长 8 米，

宽 4.5 米）一年的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27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30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

费及制作费用。

2.位于临安区青山湖绿道一期、二期 130根（0.3 米 *1 米）

路灯广告牌 2 个月的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16000

元 /2月，竞拍保证金 3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

及制作费用。

3.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远东大酒店对面停车场 1

块广告牌（长 25米，宽 3.5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

民币 7.7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

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4.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公交公司停车场 1 块广告牌（长

30 米，宽 3.5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9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

费及制作费用。

5.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临水路衣锦小学北停车场 3 块广

告牌（长分别为 13.5 米、13.2 米、17.5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

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9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6.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陵园停车场 3 块广告牌（长

9.2 米，宽 3.5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6.6 万

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

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7.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老花鸟市场停车场 1 块广告牌（长

14米，宽 4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3.8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

费及制作费用。

8.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天目路停车场 2 块广告牌（长分别

为 20 米、38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11.8 万元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

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9.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路停车场 2 块广告牌（长分别

为 26 米、20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9.4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

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10.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路延伸段停车场 1块广告牌

（长 26 米，宽 2.3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3.8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

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二尧咨询展示时间院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下

午 17:00 时止。

三尧拍卖地点院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号。

四尧竞拍人资格院（1）必须是具有广告业务经营范围的独

立法人或个体经营户；（2）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请有意

向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7:00 时前来办理竞买报名手续，交纳拍卖保证

金。

咨询电话：0571-63963605、13175135117 方先生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7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