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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采收自然落果法省钱省力又

安全，越来越受林农青睐，目前我区许多
林农都在山核桃林里铺上了白色的采收

网。图为岛石镇银坑村林农在网里收集山

核桃。

记者 陈伋 摄

采收“安全网”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没想到遇上了你们，谢

谢你们帮我。”82 岁的陈花仙脸上满

是笑容，对着民警不停地道谢。

9日上午，昌化派出所民警张军海

带领队员巡山，在浪广村的一个山头

上，看到了头发花白的陈花仙。当时，

陈花仙正斜挎着一个大蛇皮袋，斜立

在陡坡上，一只手做支撑，另一只手从

草丛间捡拾山核桃。

“奶奶您慢点!”张军海一行 5 人

看到后，立即上前，一边叮嘱陈花仙捡

拾山核桃一定要注意安全，一边弯腰

帮忙捡了起来。

据了解，今年陈花仙的家里人都

请不出假，只有她和 54 岁的大儿子张

晓军两个人采收山核桃。“他一个人捡

不过来，我来帮忙。”陈花仙说，自家山

核桃树不成片，东几棵西几棵，不好

打。“从小就务农，山上做了一辈子活，

只不过年纪大了，手也不听使唤。”说

话间，陈花仙的两只手，只是一直控制

不住的颤抖。

人多力量大，不到 10 分钟的时

间，民警们就帮陈花仙捡完了一片区

域的山核桃。“这么重的山核桃光捡怎

么行？”张军海和同事一起又帮忙将山

核桃搬到了旁边一个较平坦的高地，

也就是陈花仙家脱蒲机的所在地。

本想着帮助老人把山核桃脱了蒲

就去下一个地方，没料到的是，陈花仙

家的山核桃脱蒲机被山核桃卡住，转

不动了。“当心！当心！别伤着手！”见

到民警徒手将卡住的山核桃往外掏，

张晓军急得直喊。但大家没有就此放

弃，转盘卡住就用手一点点扭，掉不

出来山核桃就用手一点点抠。几番周

折下来，张军海几人背上都被汗水打

湿。

终于清理完了脱蒲机内被卡住的

山核桃，脱蒲机重新转了起来。“你

们累不累，快吃！”陈花仙将带上山

的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吃，民警连连摆

手，考虑到老人的牙口吃干粮不太方

便，大家又将自带的包子、面包等午

餐留给了陈花仙。

“能搭把手的，就上前帮一把。”

张军海说，每年山核桃采收期间，都

能看到老人、小孩在较危险的地段捡

拾山核桃。

据悉，为全力做好山核桃采打的

安保工作，自 8 月初以来，昌化派出

所就派出力量，提前化解矛盾、调解

纠纷。所里不少民警，都已经半个月

没有回过家。张军海的女儿每天晚上

都会准点给他发来视频，喊着“臭爸

爸”，嗔怪不回去陪自己过 4 周岁生

日。张军海说：“现在正是村民需要

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

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只能跟女儿

说声对不起，希望她有一天能理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昌

化派出所辖区内 5 个镇，都已安排警

力驻点，除日常巡山外，24 小时待

命接出警。积极织好山核桃采打“安

全网”，全力做好保障工作，让当地

山核桃采打工作能顺利进行。

民警巡山途中捡起了山核桃

“安保工作要做，看到困难也要帮”

记者 朱艳 实习生 张蔚斐

本报讯 到达区人民医院十病区骨一科的医生办公室时，科

主任吴军刚下手术台。“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通过目前

比较新的椎间孔镜手术对患者进行了治疗。”吴军说。

经皮椎间孔镜技术是区人民医院 2014 年 10 月引进的新

技术、新项目。“脊柱椎间孔镜手术治疗椎间盘突出症具有损伤

小、效果好，恢复快等优点。”吴军告诉记者，这是同类手术中对

病人创伤最小、效果最好的椎间盘突出手术，属于微创手术的一

种，病人的术后恢复也比较快。

区人民医院骨科于上世纪 90年代初独立设科，目前共有两

个病区，90 张核定床位，科室团队由 15 名医师和 9 名护师组

成。自成立以来，该科室致力于守护骨科患者健康，不断学习、引

进新技术和先进的设备仪器。“我们的科室成员还会定期到杭

州、上海、北京等地的三甲医院骨科专项进修。”其中，吴军最津

津乐道的还是椎间孔镜手术。这种创伤小、恢复快的微创手术，

也能更好地减轻病患的伤痛和经济压力，被大部分患者接受。

“我们家已经有四个人在这里做过骨科手术了。最开始是我

自己做椎间孔镜手术，弯着腰进了手术室，手术后两个小时就能

下床了。”市民鹿凌燕女士此次又带着丈夫来治疗手外伤。“医生

的技术和护士的服务我都信得过，他们用过硬的技术和无微不

至的呵护，做出了临安区人民医院骨科的口碑。”

“生病的人大多心情比较郁闷，护理人员作为每天和病患接

触最多的人群，他们的情绪也常常会影响到病人。”护士长包秀

芬表示，把病人当亲人是他们的服务理念。医生在救死扶伤的

“最前线”，护士也需要主动配合，与医生密切协作，才能提高治

疗效果。“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说，每天看到护士笑意盈盈的，心

情就会很愉悦，好像自己的病也会好得快一点。”

在国家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下，骨科医生也面临

着更大的责任和挑战。“老年人一直是科室的主要病人，老年人

骨质疏松问题比较严重，容易引发骨折等一系列疾病。”吴军表

示，区人民医院骨一科也给自己定下了未来的目标，希望能建立

起颈肩腰腿痛治疗中心，更好地为老年病人服务。

以爱关怀 用心守护骨科健康
———记区人民医院骨一科

通讯员 符栩潇 赵建峰

本报讯 为获得额外补偿，岛石镇

村民郭某阻挠工地正常施工，拦住挖

机，还打伤出警民警、辅警。近日，郭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

8 月 22 日上午 8 时许，郭某到

330 国道岛石至仁里施工路段，要求

施工方赔偿其老房子拆除损失，并用

其身体挡住挖机，致使现场无法正常

施工。施工方报警求助。

昌北派出所民警曹伟带队迅速赶

往现场，郭某仍站在其老房子的废墟

堆上，挡住正在施工的挖机，要求赔

偿损失，否则不让施工。

经查，村民郭某的老房子在

2014 年以“拆旧建新”模式，经审

批于 2015 年在新地基处建造了新

房。根据相关规定，该老房子拆除后

的土地是归集体所有，所以郭某要求

施工方赔偿老房子拆除损失是无理诉

求。

民警了解前因后果后，耐心劝说

郭某要遵守法律规定，离开施工地恢

复正常施工。就在这时，郭某认为自

己吃亏了，情绪非常激动，开始对现

场民警进行辱骂与挑衅。

民警见状，对郭某依法进行传

唤。在传唤过程中，郭某用手肘殴打

民警，致使民警嘴部流血、衣服破

损，同时在推搡拉扯时用手掐辅警的

脖子。当天，郭某因涉嫌妨害公务被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

中。

肆意阻扰施工 一村民被刑拘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为迎大庆、保平安，高虹

镇联合派出所，组织相关行政村、社会

志愿者共 130 余人开展了雷霆 13 号

行动，9日举办启动仪式。

为喜迎建国 70 周年和临安撤市

设区两周年，确保一方平安，高虹镇进

一步加大社会管控力度，启动雷霆 13

号行动。白天，高虹镇派出所就出动

90 余名警力，对辖区内重点人，重点

行业物品进行管控。当天晚上，又安排

40 余名镇村干部联合社会志愿者，开

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130 余名干

警、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分成若干个检

查小分队，对集镇范围内人员较集中

的出租房、网吧、游戏厅、旅馆、足浴店

等开展各类安隐患大排查。

据统计，检查旅馆 6 家，寄递业 3

家，网吧 3 家，散装汽油 1 家，危化品

2家。检查车辆 200 余辆，查获酒后驾

车 2 起，扣车 3 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60 余起，共清查出租房 25 幢，沿街商

铺 23家，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

高虹镇开启“迎大庆、保平安”雷霆 13号行动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於潜一小、於潜二小……开学伊始，於潜镇对镇域

内所有小学食堂进行卫生安全大检查，落实“护校安园”不松

懈。目前，集镇学校已完成检查。

於潜镇镇域面积较大，学校也较多，仅小学就有 5 所。为了

维护校园安全，今年，於潜镇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十几次检查和

周边环境整治，包括流动摊贩、出店经营、五毛食品、电瓶车乱停

放等内容，可以整改的隐患要求立即整改，其余的跟踪整改情

况。通过食品安全检查，目前，学校周边五毛钱食品已全部下架

整改到位。同时，於潜一小、二小每天上学时间有交警配合学校

参与护校，放学时间有一名交警和一名城管队员配合学校参与

护校。

对与专人参与护校，学校表示非常欢迎。“学生安全是头等

大事”。於潜一小相关负责人说，一小大门前的青春街道路狭窄，

斜对面是幼儿园，容易造成拥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学校内部

也安排了以男教师为主的护校队，参加上下学护校工作，并且发

动爱心家长参与护校。现在的困扰是，仍然有流动摊贩的存在，

有食品安全隐患。对此，於潜镇将召开“护校安园”工作会议，进

一步采取措施，同时，持续进行专门检查，排查是否出现新的隐

患，以及旧隐患是否死灰复燃，全力落实“护校安园”。

於潜镇“护校安园”不松懈

临安区政府机关大院招聘协警
一、招聘岗位：

临安区政府大院协警

二、招聘人数：5 人

三、岗位条件：
（一）招聘对象：男性，身体健康，体貌端正，遵纪守法，吃

苦耐劳，有较强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没有参加过任何

邪教组织（含亲属）；

（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年龄在 20-40 周岁，身高 165cm（含）以上，双眼裸

视力达到 0.6 以上；

（四）具有临安区户籍；

（五）无不良行为记录；

四、报名事项：
报名时需携带个人身份证、户口本，一寸免冠照片二张、

学历证明。所有材料请携带原件和复印件。

报名地点：临安区衣锦街 398号；联系电话：63712084。

五、录用与试用：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退伍军人优先）的原则；试用

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正式录用。

六、工作时间与工资待遇：
工资面议，政府工作日提供早、中餐,提供集体住宿；其它

福利、保险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执行。

杭州市临安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 9月 11 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9 月 13日

（取消）
07:30-12:30

停如龙 V556 线 88# 杆金家板公

变令克以后
板桥如龙村金家板

杭州宝业建筑工业化制造有限公司、杭州

宝业建筑工业化制造有限公司

停雅市 V635 线德福线缆分线 8#

杆宝业线缆支线令克以后
09:30-14:309 月 12日

高桥
停大坞 V356 线高桥分线 4# 杆高

桥配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08:00-15:109 月 12日

南苑小区 1#公变

南苑小区 2#公变

停汇锦 V327 线南苑小区 1# 公变

低压总闸刀后段

停汇锦 V327 线南苑小区东支线

1# 杆南苑小区 2# 公变低压总闸

刀后段

07:20-16:30

07:20-16:30

9 月 13日

9 月 14 日

临安市公安局昌化消防中队

柯家村[沙畈]公变,杭州市临安区新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交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钱锦花园小区 1# 公变, 钱锦花园小区 3#

公变,钱锦花园小区 5# 公变,钱锦花园小

区 7#公变,钱锦花园小区 9#公变

新剑 V453 线 53# 杆临安市公安

局昌化消防中队配变令克后段

停柯家 V330 线米金 3302 线公路

段轧石厂分线 7#杆沙畈支线令克

以后

停横山 V381 线钱苗 3812 线苗圃

站钱锦花园开闭所分线开关以后

08:00-17：00

08:00-10:30

08:00-11:00

9 月 16日

9 月 16日

9 月 17日

停电通知2019年 9月 11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弃
婴
公
告

某女婴，2010 年 10 月 5 日出生（暂估），2010 年 10 月 5 日在临安区太湖源镇

金岫村路边被捡拾。请以上弃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到临安

区民政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联系电话：

63817297。 临安区民政局 2019年 9月 11 日

杭州临安平丰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单正

本一份，提单号：NBGDA1907157，船名 / 航次

“OOCL HONG KONG/011W,开船日期 2019 年 8

月 1日，声明作废。

章根龙遗失阳光保险集团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

险 单 ， 车 牌 号 ： 浙 A3XN58, 保 单 号 ：

119500528201901808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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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