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几个月前，玲珑街道桥岭

村村民王校刚查出患有高血压，医生

叮嘱他要控制好血压，经常测量一下。

可王校刚平时在工地上开铲车，家里

也没有血压计，没办法时时测量。

不过，三个月前，玲珑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给王校刚一个带芯片

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是一种智

能血压仪，有了它，王校刚可以每天

测血压，而且家庭医生陈春良打开

“健康 e 临安”APP，就能看到王校刚

何时量过血压，数据是多少。如果有

问题，王校刚不用去社区医院，陈春

良直接电话联系他了解情况、调整用

药。

在玲珑街道，陈春良一共服务

500 多位签约群众，他们中正在使用

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的有十多位，均

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谈

到使用情况，他说：“一般先借给患

者使用一个月，如果控制得比较好，

设备就退回来，给其他需要的人使用。

对患者关注和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很

有好处，不少急性中风就是前期没有

控制好血压。”

据了解，从 2018 年起，我区连续

两年将“建设签约服务智慧医疗点”

列入政府民生实事工程，针对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投放可穿戴设备，

配备“三合一”自助监测终端，由家

庭医生实施线上监测和管理。这些数

据还与“健康 e 临安”APP 共享，实

现了“全天候健康监测、全过程异常

报警、全时段远程诊断”服务。据区

卫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临

安已建成农村智慧医疗点 142 个，投

放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 2840 台，服务

患者 3万余人次。

智能医疗设备让你看病“不用跑”
我区投放可穿戴设备 2840 台 已服务患者 3万余人次

最美临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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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钱氏子孙，但对钱王文化的

研究胜过很多钱氏子孙，出版过 《千

古一族》、 《枝繁叶茂》 等钱镠研究文

集，写过大量相关文章。他不但笔耕

不缀，也负责接待和联络钱氏后裔，

掌握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要说钱

王文化这一领域的专家，他当之无愧。

他就是陶福贤。

陶福贤今年 74岁了，头发已经花

白，但身体还硬朗，神采奕奕。在他

的书房里，有几幅墨宝就是钱氏后裔

所写。陶福贤拿出装订工整的档案，

那里是他历年来收藏的手稿、照片等

资料，凝聚了他为钱王文化研究所付

出的心血。

追溯往昔，陶福贤与钱王文化首次

思想上的“碰撞”，发生在 1990年钱伟长

携夫人来临寻根之旅。当时他任职于区

委报道组，陪同过程中了解到钱氏一脉

根深叶茂，而其很多后裔还不知道临安

就是钱镠的出生地和归息地，这个信息

像一颗种子般埋在了他心里。

1992 年，临安钱镠研究会成立，陶

福贤担任副秘书长。1993 年，他发表于

《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的文章《钱

王后裔遍五洲》得到巨大反响，当时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钱佼汝（现代

著名学者钱钟书的侄子）看到文章后，

特地写了一封信请《人民日报》转给他。

《人民日报》感觉分量深重，在《回音壁》

栏目全文刊发。

陶福贤的采访和调查，加上《人民

日报》先后两篇文章的宣传效应，激起

了千层浪。散落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

钱王后裔认识到临安在钱氏一族中的

重要性，纷纷前来寻根。这股寻根热，持

续至今，未曾消退。

不过看起来热闹的寻根，落实到现

实中，可供纪念的载体却只有当时还显

得萧条的钱王陵园。陶福贤在《杭州日

报》内参上，呼吁尽快修复钱王祠这一

遗迹。相关领导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尽

快落实。不久，钱王祠修复工作开始。

1997 年，钱王陵园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当年钱镠研究会就举办了一届海内外

钱王后裔联谊会。

2006 年，陶福贤退休，却掀开了他

全身心投入钱王文化研究的新篇。文化

上的交流，民间的联谊，这一切兴盛的

背后，有着陶福贤孜孜不倦的付出。也

因此，在后来他出版《千古一族》《有缘

临安》等书时，原浙江省委常委王国平、

原临安县委书记管竹苗、原浙江省文化

厅厅长钱法成等，均为他作序。

陶福贤把多年研究心得和珍贵回

忆集结成册之后，对钱王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还有着新的展望和期盼。“我曾经

提出办钱学森班，建‘三钱像’、碑林，以

外化、物化的形式，来定格文化的意义，

希望这些在将来可以成为现实。”

记者 孙梦蕾

钱王文化的“银发先锋”
——— 记“最美老干部”陶福贤

近日，锦北街道“三改一拆”工作组联合城管城北中队，对

锦墅街一废品回收站违建钢棚进行拆除。该处违建钢棚面积
达670平方米，结构复杂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

通讯员 王璐璐 摄

记者 蒋玉红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对男性健康的关注度，日

前，区中医院成立男科工作站，并开展 2020 年男性健康日

“普及男性健康知识，共建和谐幸福家庭”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来自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

省立同德医院和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专家为前来咨询

的患者解答疑惑，详细查看相关资料，提供精准的诊断和治

疗。医务人员还在现场发放相关男性健康知识的宣传资料，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健康理念，让更多的男性患

者及其家属了解男性健康知识。因为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

男性承担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从目

前门诊就诊的情况来看，男性疾病的发病趋于年轻化，前列

腺和功能性疾病较多。男性患者看病需求增大，为此，医院

特成立男科工作室。”据区中医院泌尿男科主任阮世红介

绍，区中医院成立的男科工作站是我区首个专门为男性患

者服务的诊室，工作站配备了先进的男科诊疗设备，并且聘

请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每周三来坐诊，

方便我区患者，做到“专病专治，特色高效”。

区中医院成立我区首个男科工作站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黄杭超

本报讯 连日来的夜里，青山湖街道“污水零直排”施工

单位在雅观村幼儿园加班加点地建设。为不影响孩子白天

上课，施工单位放弃夜里休息时间，奋战在工地上。

雅观村、青石埠区块是街道“污水零直排”工程所在区

域，9月进场施工以来，大家充分发挥“奋战一百天、实现大

突破”活动精神，“加速度”、“抓进度“，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40%。工程总投资 3000 余万元，包括新建雨污水管

网、新建雨污水检查井、路面翻建等内容，计划于 11 月底

前全面完工，建成后由第三方专业运维接管，惠及 2000 余

人口。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山湖街道全面实施“污水零直排”

创建工作。辖区内，除街道负责雅观村、青石埠区块外，还

有青山湖科投负责整治、重建、新建的其他 12 个区块。工

程完工后，所在区块农户的雨污水全部接入管网，达到“晴

天不排水，雨天无污水“的治水效果，推动治水工作从治标

向治本、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青山湖街道奋战“零直排”

“房子变漂亮了、道路变宽敞了、环境变整洁了，我们现在

住的舒心多了，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日前，武肃里社区居民
黄莲芳、金水仙带着煮好的玉米、番薯和水果来到小区改造工

地现场，慰问在场的施工人员，向辛勤奋战在老旧小区改造一

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通讯员 叶炜 摄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日前，在区农业农村局妇

联及新农人联合会党委的指导下，临安

区新农人联合会在农林技术推广中心

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议严格按

照《中华全国妇联章程》和《选举工作条

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通过现场投票

当场唱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委

5 名，选举产生第一届妇联主席梅慧

琴，妇联副主席陈梅芳、厉晓玲。

梅慧琴是浙江省乡村振兴“金牛

奖”、杭州市“三八红旗手”获得者，同时

也是杭州市劳动模范、杭州市最美女村

官，本次被选为新农人联合会妇联主

席，她表示，希望自己在未来的工作中

能为我区新农人女企业家代言，为她们

争取权益，为她们赋能，贡献女性最美

力量。梅慧琴说：“联合会妇联将更好的

凝聚女性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扬‘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为新农人发

展贡献巾帼力量。”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农人联合会妇联是我区乡村振兴人才

战略的又一平台，也是妇女投身农业领

域的一大保障，希望新农人联合会妇联

要充分发挥巾帼力量，为我区乡村人才

振兴做出新农人应有的贡献。

培育巾帼新农人 激发乡村“她”力量

区新农人联合会成立妇女联合会

“双十一”将至，电商们都在忙着

备货、促销。近日，“新农哥”开足马力投

入生产，力争在这场购物狂欢节中夺得

佳绩。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备战“双十一”

杭州市临安区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0]161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坐落 出让

面积（㎡）
出让

面积（㎡）产业准入 容积率 挂牌起价
（万元）

上限价格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

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

（万元 /亩）

起始亩均
年税收

（万元 /亩）

出让
年期

临 政 工
出[2020]
40 号

玲珑街道东山村地块
（东至金茂铝业、南至
新洋科技、西至规划
道路、北至规划道路）

8977 工业
电器机械
和器材制
造业

1.2-1.8 562 673 562 350 25 50

临 政 工
出[2020]
41 号

天目山镇桂芳桥地块
(东至空地、南至空地、
西至晨逸纺织、北至
红缘坊纺织厂)

18411 工业
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
造业

1.2-1.5 976 1380 976 350 32.8 50

注：具体情况以每一幅地块的《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二、挂牌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

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
cn/GTJY_ZJ/）进行。竞买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
厅、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进入浙江省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

三、竞买对象：凡符合《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竞买人，可
以独立竞价，也可以联合竞价。地块竞买条件以该地块的《挂
牌出让文件》为准。

四、竞买申请: 参加挂牌竞买的竞买申请人可在《挂牌
出让文件》规定的时间登陆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报名。竞买申请人
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办理数字证书并提交《挂牌出让文件》
规定的有关资料，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要求方可
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五、本次挂牌报价时间：2020 年 11 月 19 日 9:00 至
2020 年 11 月 30日 9:00

报名时间：2020 年 11 月 19 日 9:00 至 2020 年 11 月
27日 16:00。

六、本次挂牌出让详细资料请参阅挂牌出让文件。《挂牌
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七、挂牌咨询。
现场咨询地点设在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行政审批科（临安区锦北街道科技大道 4398号行政服务中
心三楼；咨询电话：63620319）。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杭州市临安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2020 年 10月 29 日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有权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下列地块采用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木梳弄 3#公变停水岸 V363线木梳弄 3#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08:20-17:

00

10 月 30 日

（取消）

木梳弄 2#变

龙上村（狗坞坑）

龙上五队配变低压 2000 线

杭州捷瑞空气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停水岸 V363线木梳弄 2#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石门 V353 线龙上五队分支线 4#杆龙上村（狗坞

坑）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石门 V353 线龙上五队分支线 19# 杆龙上五组配

变低压 2000线漏保以后

1、相坞 V536线改线路检修。 2、停东环 V537 线

1# 杆 5372 开关；3、停相坞 V536 线 1# 杆 5361 开

关 4、停东环 V537线泉东站 5372 开关

08:20-17:

00

14:30—15:

20

14:40—15:

30

8:40—16:00

10 月 30日

10 月 26日

10 月 26日

10 月 26日

杭州春禾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停洪村 V340 线 56# 杆临安春禾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分线令克
8:30—13:0010 月 28日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钢构有限公司

研里里村 2#公变

1、东环 V537 线改线路检修。 2、拉开东环 V537 线 1#

杆 5372开关；3、拉开相坞V536线 K28环网柜备用G5

柜开关；4、拉开东环V537线[泉东站]中宏分线开关；

停斜阳 V221 线研里分线 53# 杆研里里村 2#
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8:00—14:30

7:40—8:30

10 月 29日

10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