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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塔人”28 年见证昌化美丽城镇蝶变

中国传媒大学附属
杭州临安中旭小学项目正式开工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童耀南

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昌化有一座南屏山，山上
有一座北宋年间建造的南屏塔。南屏塔
下，住着一位“守塔人”楼永贵。他见证
了南屏山从放牛地变成文化公园，见证
了南屏塔从摇摇欲坠到高耸挺拔，也见
证了昌化美丽城镇的蝶变新生。
初见楼永贵，卷卷的头发，黝黑的
皮肤，
一身朴素的装扮。
正值中午，楼永贵从管理房门后边
拿起扫把，围绕南屏山，开启了第二轮
巡逻。自“入住”南屏山，早、中、晚三次
巡逻，
一天不落。
“守塔近 30 年来，
南屏
公园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这是
楼永贵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为什么会在这里守塔？楼永贵说，
是缘分，
也是一种特殊的感情。
1992 年，南屏塔经历第一次修缮，
楼永贵出了力。
“反正闲着也没事，
就去
搭把手，和工人一起抬抬木头、搭搭架
子。”楼永贵说，在这之前，南屏塔破败
不堪，
周边荒草丛生。
“你工作这么认真负责，要不以后

就由你来看管南屏塔？”当时，
有人这么
建议楼永贵。
其实，楼永贵原先经营海鲜水产生
意，
每年也有不少的收入。
“生意交给女
儿女婿接手了，我当个清闲人还不如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确实很喜欢这
里。”
于是，1992 年，42 岁的楼永贵一个
人把家从太阳镇枫树岭村搬到了南屏
塔边，
开始了
“守塔”
生涯。
塔修好了，又有了专人管理，这个
公园终于像样了。楼永贵主要负责塔周
围的环境卫生以及公园内的安全检查。
每天，他都会绕着南屏山公园走一圈，
检查是否有安全风险隐患、草木是否健
康生长、基础设施是否正常。几来几往，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亭一廊他都熟记于
心。哪里设施破损、
绿化被破坏，
他都第
一时间报告，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
护这个公园成长。
“南屏塔是浙江省级文保单位，在
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像这样的文保单位，在临安并
不多，所以平日的管护就显得尤为重
要。”
楼永贵表示。

“南屏塔最初建于北宋年间，近代
经过两次修缮……”每当看到游客在塔
前驻足时，楼永贵总忍不住要去解说一
番。2010 年，楼永贵被评为杭州市文物
守望者。
楼永贵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
面不仅有南屏塔相关的修缮记录，还
记录了 近 30 年来 ，昌化 镇的 大小 变
化： 2011 年 9 月 ， 昌 化 大 桥 重 新 修
建；2011 年 10 月 31 日，南屏塔第二
次修缮；2018 年，南屏公园提升改造
……从一个“新昌化人”变成“老昌
化人”，楼 永贵对 昌 化有着 深 厚的 感
情，看着周边一点一滴变好，他打心
眼里高兴。
特别是 2018 年，借着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的东风，昌化镇启动南屏山
公园改造提升工程。以“一环、一轴、
两谷、五区、八景”为主要景观结构，
顺应山地特征、丰富功能布局，让老
昌化人的“老记忆”焕发“新光彩”。
“随着南屏山公园的提升，极大的改善
了这里的风貌，环境变好了，景观变
美了，来这里游玩、散步的人越来越

多。”楼永贵说，生活在这里很幸福，
越发不觉得孤单了。
现在，他已与每天来这里散步的
居民“打成一片”，能亲切地叫出每个
“常客”的名字，这里的游客与居民就
是他的邻里街坊、家人。“我这辈子
没做成什么大事，但我与塔相伴的近
30 年 时 光 ， 是我 一 生 中 最 宝 贵 的 财
富。只要我的身体还允许，我就会一
直守护下去。
”楼永贵非常坚定。
据了解，今年，昌化镇还将在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告捷的基础上，聚
焦“五个美”
“十个一”
，按照公共服务中
心、区域交通枢纽、旅游集散中心、西部
富美龙头的具体要求，全力打造浙西生
态品质新城。与南屏山隔溪相望的秀峰
山，也将借势改造提升，打造集运动休
闲、户外体验、文化展示为一体的秀峰
山山地公园，重显昌化翠峰拱秀、双塔
遥峙、
紫溪中分的胜景。
“我们希望建成
后，给更多百姓带来幸福感。同时也希
望更多像楼永贵一样的人能参与建设，
共同守护美丽城镇。”昌化镇相关负责
人说。

本报讯 28 日，位于锦南街道的中国传媒大学附属杭
州临安中旭小学项目正式开工。
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附属杭州临安中旭小学作为我
区今年二季度开工的 14 个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 3.4 亿
元，规 划总用 地 面积约 3.3 万平方 米，规 划建设 36 班
（一类） 完全小学。该项目采用临安区政府与中国传媒大
学合作建校模式，将依托中国传媒大学雄厚的教育文化和
教育资源，引进国内一流的管理团队，致力于打造一所硬
件设施一流、管理理念先进、传媒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公办
学校。
“去年 9 月正式签约以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克
服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按时保质地开展了前期筹备工
作。”中旭天下教育集团上海区域分公司副总经理朱正侃
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将通过委派团队、专家研
讨、教师培训、课程实践、实验室建设等多种方式，参与
到学校的筹建工作当中。
项目业主单位新锦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传媒大
学附属杭州临安中旭小学不仅在办学定位上特色鲜明，在
项目建设模式上，也将采用 EPC 钢结构、全过程工程咨
询等先进的建设和管理模式，确保在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工
程，明年 6 月完成装修，9 月正式投入使用。

区博物馆入选市级社科普及基地
通讯员 陶初阳 朱婷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文，公布
第五批杭州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名录，临安区博物馆在列。
临安区博物馆吴越国时期文物馆藏丰富，是全市乃至
全省展示五代吴越国时期文化与文物最丰富、最全面、最
系统的窗口之一。
成为杭州市级社科基地后，区博物馆将在文物博物知
识普及、地方历史文化知识宣传等方面进一步搭建载体、
创新形式、扩大宣传，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让游客在博
物馆展览看得懂、讲解听得进。截止目前，我区有省、市
级社科普及基地 8 家。

莲叶何田田
日前，玲珑街道祥里村的十亩荷塘里
荷花相继绽放，
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赏花。近
年来，祥里村努力打造“环境美、村容美、产
业美、生活美、乡风美、人文美”的美丽乡
村。
记者 陈伋 摄

本周雨水天气
“霸屏”
实习记者 汪未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天气有雨有阴有烈日。
短短三天，每一天的天气都很“新鲜”
，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本周，“雨雨雨雨雨”成为关键词，原因是梅雨带
又开始“任性”了，从苏南、上海一带“遛弯”到临安以
南。因此接下来几天都有可能是晒不干衣裤的日子。阵
雨、雷阵雨、阴转阵雨轮番上阵，又要感觉泡在水里了。
“热热热”的天气让人心生烦躁，也许“雨雨雨”的
天气能为大家“祛祛火”。据区气象部门预测，29 日到
30 日有较强降雨过程，从中雨到大雨，西部山区有暴雨。
7 月，将开启多云至阴有阵雨或者雷雨模式。所以本周气
温也稍有“降火”，最高温度不超过 30℃，体感比较舒
适。
其中，7 月 2 日至 3 日，最高气温在 23℃至 25℃，
大家可以钻出“蒸笼”透会气了。周末最高气温在 30℃
左右，周六周日多云，午后局部有暴雨或雷雨，出门玩耍
的朋友还是要做好准备。
区气象部门还提醒，本周短时暴雨、雷电、大风等对
流天气增多，市民朋友应多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及时做好防范。

板桥镇：
扎实推进“美丽杭州”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通讯员 张雯君 江海琴
本报讯 在开展“美丽杭州”创建
暨“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
升”百日集中攻坚行动中，板桥镇点
面结合，采用重宣传、抓进度、强排
查的工作方式，全面推进。
板桥镇利用电子显示屏、华数滚
播以及结合“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在灵溪农贸市场前设摊，大力宣传

“美丽杭州”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提高
广大群众的参与率和知晓率，营造浓
厚的工作氛 围。该 镇加快 整 治进度 ，
针对 6 大专项扣分点位，涉及科室以
及城管板桥 中队 、交管站 分 头行动 ，
以抢时间、抓进度为目标，及时整改，
现已基本整改到位。对于已完成整改
的扣分点位增加检查频率，防止反弹。
另外，梳理自查点位。各科室围绕八
大专项整治行动，自加压力，采用边

排查边整治的方式，同步推进，排查
梳理自查点位 120 余处，现已整治 60
余处。在检 查 灵溪村 高 湾段河 道时，
发现有因拆除工作而导致的建筑垃圾
“乱堆”现象，在检查时，一并予以清
理与恢复。
据了解，该镇自“美丽杭州”创
建暨“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
提升”百日 集中攻 坚 行动开 展 以来，
共检查工程车 300 余辆，抛洒滴漏立

案 15 起，教育整改 87 辆，清除广告
类、破损横幅 17 条，清理乱堆物 40
余处，人行道违停抄牌 9 辆，规范人
行道电瓶车摆放 90 余次，整改沿街商
铺占道堆物、出店经营 65 次，检查餐
饮燃气 25 家，燃气储存点 2 家。发放
电动自行车头盔 200 顶。绿化补种 33
处，清理杂草 51 处。人行道修整共计
200 米，清理路面累计 10 公里。

高虹镇：
监督与服务并举 助推项目建设提速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在高虹镇三期工业园区
内，大型机械轰鸣,工人们挥汗作业，正
在建设中的工业厂房一幢幢矗起，在建
的 7 个区重点工业项目进度均比预期
计划提前了 2 至 4 个月。
启元、
恒邦、
友邦、
世浦、
聚弘凯等 7
个项目是高虹镇今年的区级重点工业

项目，也是高虹镇产业从单一化向多元
多化方向迈出的大步伐。为了加快项目
早日建成、早日投产，高虹镇结合美丽
城镇工业特色的相关指标，立足项目抓
服务，监督与服务并举。镇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与企业无缝对接，为企业提供保
姆式服务，只要企业有需求或遇到问
题，全由项目组成员进行沟通协调，及
时疏通各个环节，有效加快了项目建设

停电通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进度。
该 镇 人 大 加 大 视 察 与监 督 力 度，
专程开展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的视察与
监督活动，及时约见建设速度滞后的
企业，了解滞后的原因，剖析存在的
问题，做好针对性的服务工作。并从
跨部门协调、优化推进计划、容缺审
批、桩基先行等方面研究，形成加快
项目前期的方法与措施，为项目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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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

07:10-08:00

停石门 V353 线石路村支支线 4# 杆石
石门乡石路村
门乡石路村配变令克；

7月6日

08:00-16:00

停石门 V353 线鱼岭脚支线 63# 杆林家 林家塘草山岗配变、草山坞、林
塘支线令克
家塘水涧坑、
石门林家塘村

7月6日

石门 V353 线石路村支支线 4# 杆石门
16:00-17:00
石门乡石路村
乡石路村配变令克

7月7日

08:00-13:00

1. 停九通 V623 线 33# 杆 6233 开关；2.
临安市新都表面精饰有限公司
停意向 V617 线 33# 杆 6173 开关

7月7日

08:30-14:30

停石门 V353 线木公山支线 36# 杆盘舍 石门木公山村、临安横畈三废
队分支线令克
治理设备厂、
盘舍队

7月8日

08:10-12:30 停如龙 V556 线高湾站备用 G6 间隔开关 无

7月8日

08:20-11:00 停北坞 V543 线塔上分线 1# 杆令克

7月9日

08:00-13:30

豆川村杨家头、豆川村罗家畈
2、
豆川村塔上

停兰海 V613 线兰开分线 7# 杆浙江金
浙江金质丽化工有限公司
质丽化工有限公司配变令克调换开关

7 月 10 日 08:00-14:00 停洪村 V340 线市鸡坞支线 5# 杆开关

横畈全胜村[市鸡坞]

秋口 V542 线 144# 杆界联村钟头坞分 杭州管康塑业有限公司、临安恒
佳炭业有限公司、
界联村钟头坞
线令克
停下峰 V341 线 54# 杆高虹泥马村分线
7 月 10 日 08:30-14:30
泥马岭上配变
令克
7 月 10 日 08:00-12:50

落地献计献策。同时，要求驻镇部门
强化协作意识，加强业务指导，确保
项目建设在进度、质量、安全上齐头
并进。针对有的项目因项目现场周围
道路、供水排污管、电力等一些基础
设施存在的问题，该镇人大与自来水、
电力等相关驻镇部门做好双方协调沟
通工作，形成解决方案。

南苑小区补偿柴间拆除补偿公告

遗失公告
岛石镇银坑村银坑 8 组方光武遗失林权证，证号：
330185113239000238J，
声明作废。
鲍勤超、何丹遗失锦北街道西墅绿洲城 1 （1 幢
1203）不动产权证，证号：浙（2018）临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8781 号，
声明作废。

序号 实际使用人 门牌号

因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南苑小区柴间需予以拆除，并按照有关规 1
定给予补偿。截至目前，有 3 间柴间的实际使用人无法提供产权证、
发票、收据等有关情况公示如下,公示期限 5 天，如无异议，公示期结
束后，
将按照下列实际使用人发放补偿款。联系电话 13968021612

蔡雪英

36 幢南

面积(㎡) 用途 补偿金额(元)

9.688㎡ 柴间 29064

临安绿城动迁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二期）地块场地平整区域内的砂石资源拍卖公告
受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
定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下午 14 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临安分中心 B 座 4 楼 B425 开标室（1）公开举行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拍卖标的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二期）地块场地平整区
域内的中风化泥岩 （宕碴） 砂石资源约 257920 立方米，约
685040 吨。拍卖参考价：28.40 元 / 吨，设有保留价，不达保留
价不成交。拍卖保证金：200 万元。
上述标的石料数量数据为理论测算数据，具有数量、质量
和交付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在拍卖前竞买人须认真仔细了解标
的物的实际情况，清楚可能存在的实际石料数量和质量以及交
付时间上的各项风险。拍卖参考价为石料净价,装车、
运输费等
其他相关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二、拍卖方式:标的采用报名时密封书面报价与拍卖会现
场增价拍卖相结合的有保留价的竞价方式。
三、
咨询及展示: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

相关资料。拍卖标的以现场实际展示为准。
四、
竞买人资格及报名事项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及企业法
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7 月 9 日下午 16 时前向指定账户
(账户名称:浙江明泰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201000197919110，
开户行: 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衣锦支行西径山分理处) 缴纳拍卖
保证金后，携带有效证件（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公章；代理人须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自然人提供身份
证）及保证金交款凭证办理竞买手续，须同时提交密封的书面
竞价书，书面报价必须等于或高于拍卖参考价，否则不具备竞
买资格。拍卖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账。未成交者拍卖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拍卖保证金（不计息）。（具体事项详
见本公司拍卖资料）
五、报名、咨询地址:临安区锦北街道吴越人家北区 6 幢
103 营业房
六、
咨询电话:0571-63768238、
13758245723 周先生
浙江明泰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