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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3

新春走基层 致新一年的自己

13 个愿望
“晒”
出富阳百姓幸福年
里面有他们对家人的祝福、对生活的希冀、对工作的期望

忙碌了一年的富阳人，在猪年春节里
尽情分享着收获的喜悦。微信朋友圈里，
或聚餐、或旅行、或贺岁……各种“晒”不
停。
本报今天也来晒一晒，晒晒身边那些
普通的面孔，晒晒新时代奋斗者的足迹，

邱玲华（区妇保院大产科护士长）

应涛（脑瘫诗人）

焦莉（银泰百货富阳店企划部门负责人）

金小青（富阳人保财险定损查勘员）

钟莅华（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监测

沈月明（钢圈厂路区块搬迁户）

晒晒他们对于新一年的畅想。

让产科护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造一幢二层小洋楼
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赶快解决父母牵肠挂肚的婚姻大事

希望新的一年出入平安、钱包鼓鼓

站员工）

工资多发一点，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作为本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的“重头戏”之一，
“记者新春走基层”
已成为一项常规性动作。通过走进一线，
与普通市民一起，记录下他们的点滴，感
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见证每个人的成长。
今年的“新春走基层·致新一年的自
己”，将讲述 13 位富阳普通百姓的故事。
里面有他们对家园的爱恋情愫，有他们对
工作的敬业精神，有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希
冀，
汇聚起冬日里的城市温度。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猪是六畜之首，猪年意味着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衷心祝愿每一
位富阳人，在猪年里都能达成自己的愿
望，
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邱玲华是富阳区妇幼保健院成立初第一批到
岗的护士。她说，头一天晚上还在中医院上班，第
二天就转到了妇保院工作，这一干就是 20 年。经
过多年的历练，她从一名小护士成长为妇保院大产
科护士长，
同时兼任产科 VIP 二区护士长。
身兼数职的邱玲华，用“忙碌”一词来形容过去
的一年。从产科 VIP 二区的几个数据，便能推断出
她们平时的工作量：收治病人 1047 人，指导 1026 位
产妇、862 个新生儿出院；全年完成新生儿疾病筛查
812 人次，新生儿听力筛查 843 人次，耳聋基因筛查
566 人次。
邱玲华掰着手指算了算，自己当护士 25 年，至
少有 20 个除夕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与家人吃团圆
饭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无论多忙、多累，她说她都
觉得值得，
“看着新生儿一张张可爱的面孔，听着他
们一声声响亮的啼哭声，我们感受着新生命带来的
喜悦，
每天心里都是高兴的”
。
刚过去的除夕夜，邱玲华又是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度过的。她说要让离家远的或是家里有孩子
需要照顾的同事在家过年，
“我们就像是姐妹一般，
谁家有事其他人就顶上”
。
说起新年愿望，邱玲华想的还是自己的工作，
她说 2019 年要继续努力奋斗，让妇保院产科护理
工作更上一层楼，也祝全区妇女儿童身体健康，生
活幸福。

1993 年 出 生 的 应 涛 ，过 完 农 历 新 年 就 27 岁
了。过去的一年，他仍在永昌镇的吉雅残疾人小康
阳光庇护中心工作，负责鞋子的配装，把相同尺码
的鞋子，
成双成对地放在一起，
然后装进大纸箱。
流水线上的工作是否很无聊？应涛说，他喜欢
这份工作，不仅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还能
边工作边在手机上听有声书。
“ 最喜欢听关于历史
的、人文的和古诗词的书。”应涛慢慢从嘴里吐出一
个个字。
每个月仅有的两天休息时间，他也会选择泡在
图书馆里，与书为伴，汲取养分，再投入诗歌创作
中。应涛觉得，只有活在有诗歌的日子里，才是最
真实的自己。
“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可以写诗抒发郁
闷；
当我快乐的时候，
我恨不得想和全世界分享。”
喜欢被人称作“爱情王子”的应涛，创作了大量
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2018 年他也如愿以偿收获了
一份甜蜜的爱情。
“这是最开心的事了。”应涛笑着
说，
希望 2019 年能一起回她的老家看望她的父母。
新的一年，便是一个新的开始。应涛说他要继
续好好看书，多创作诗歌。
“我还要拿出自己的积蓄
造一幢二层小洋楼，里面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
房，白天看书的时候，阳光就能透过玻璃射入房
间。在阳光下看书，
我觉得很幸福。”

正 月 初 二 ，当 大 多 数 人 还 沉 浸 在 春 节 的 热
闹 与 欢 愉 中 ，或 赖 在 温 暖 的 被 窝 里 迟 迟 不 肯 起
床时，在银泰百货富阳店上班的焦莉，已经早早
穿上黑色职业套装，抖擞精神，迎接新年新的开
始。
作为银泰百货富阳店企划部门的负责人，焦
莉虽然不用像其他营业员一样在柜台一线为市民
服务，但她却需要在后方运筹帷幄，准备全年的促
销、节庆活动。2018 年，焦莉精心策划了周年庆、
“双十一”、
“ 双十二”等 30 场活动，几乎每一次活
动都能达到市场与口碑双赢。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也是和家人团圆的
佳节。然而，在银泰百货富阳店工作的营业员们
却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自愿放弃了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
“别人休息，我们上班，服务行业
就是这样。”焦莉希望以后大家在商场逛街的时
候，能多体谅一下节假日默默坚守在自己岗位上
的人们。
“90 后”的焦莉过了年，眼看就要奔 30 岁了，
她希望在 2019 年赶快解决婚姻这桩父母一直牵
肠挂肚的大事，同时她也希望新的一年要做到睡
前多看书不刷手机，和家人一起去旅行，并坚持瑜
伽、坚持锻炼，不再做一个“月光族”。

金小青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公司的一名定损查勘员。金小青 2009 年 6 月
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专业，2011
年 4 月进入富阳人保财险工作，至今已有近 8 个年
头了。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慢慢变成一个还算
经验丰富的定损查勘员，金小青现在是富阳人保财
险定损一组组长，分管小组的基本工作及大案定
损。在工作中，金小青学到了很多，也积累了一些
经验。
“做一名定损查勘员，我觉得除了查勘、定损
这些技术活外，懂得如何与保户沟通才是最重要
的，这也是我一直在工作中需要学习努力的地方。”
金小青说。
金小青说，下雪对于定损查勘员来说是最害怕
和讨厌的事了。2018 年 12 月的第一场雪，恰逢金
小青值夜班，那晚他的手机几乎就没停过，
“不是在
定损，就是在去定损的路上”。当天共发生了 60 多
起事故，而金小青和同事们忙到连晚饭都没顾上
吃。
因为要连续值班，今年金小青算是第八次没能
过上完整的春节假期了。他的新年愿望很朴实，希
望大家新的一年出入平安；而对于自己，他希望新
年钱包鼓鼓。

希望富阳的天更蓝、
水更绿、山更青
听游泳爱好者说，富春江的水越来越干净了；
也听摄影爱好者说，在富阳拍到蓝天的机会越来越
多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富阳环保人的坚守和
付出。钟莅华是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监测
站的一线工作者，今年 42 岁的她，在环保一线已经
奋战了二十余年，为了守护富阳的绿水青山，加班
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春节值班也不意外。
钟莅华说，从采样到化验、分析、出数据、出报
告，都是每名监测站工作者的必备技能。
“采样很多
时候是配合执法进行的，有时候会连夜出动。”她
说，污染源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要收集到，比如排放
废气的烟囱，
采样时，
就必须爬到烟囱的排放口。
“我们监测站大部分都是女同胞，基本上是上
午采样，回到单位后做实验、出数据。”她说，要是接
到紧急任务，监测站就会全员出动，虽然工作不轻
松，但站里的工作氛围很好，同事之间都会相互配
合。为了守护富阳的青山绿水，
大家都没有怨言。
钟莅华说，变化最大的就是富阳的大气质量和
富春江的水质，富阳生态环境这几年越来越好了，
蓝天碧水是最好的见证。
钟莅华的新年愿望也是富阳环保人的愿望，她
说，希望富阳的天可以更蓝，水可以更绿，山可以更
青，
富阳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

2018 年 11 月 21 日，钢圈厂路区块启动集中签
约，沈月明是首日完成签约的搬迁户。沈月明今年
50 岁，在浙江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担任财务工作，
被搬迁的房子位于劳动路 32 号 101 室，他们一家四
口在那里住了十多年，
也度过了十多个春节。
2019 年的春节，沈月明一家回到了老家鹿山街
道新祥村过年。
“以前都在城里过年，今年我提前告
诉亲戚朋友，让他们到农村来拜年。”沈月明说，所
幸，在 2015 年的时候，他在村里建了新房子，只不
过还是毛坯房。得知钢圈厂路要搬迁的消息，沈月
明便着手开始装修老家的房子，
“时间太紧，只能简
单装修一下，
栏杆什么的都还没做好”
。
沈月明还说起了钢圈厂路的房子，
虽然在一楼，
但前面没有遮挡物，
院子很大，
阳光充足。
“我们是舍
不得这房子的，但是，要为大局考虑呀。”他说，城市
有机更新受惠的还是老百姓，
以前住的是联建房，
以
后的安置房是商品房。他还说，钢圈厂路区块已经
跟不上城市发展节奏了，
有机更新是必要的，
能提升
富阳的城市档次，
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
正是因为对城市发展的这份憧憬，沈月明非常
配合搬迁工作，他曾跟工作人员说，只要公平公正，
他都会全力支持。
说起自己的新年心愿，
沈月明憨憨地笑了笑，
他
说：
“老板工资多发一点，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也希望
钢圈厂路区块能建设得更好，
富阳一年比一年好。
”

郭也平（杭州金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勇堂（区住建局退休干部)

陆扬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

金峰（交警城区中队民警）

盛成海（区供电公司配网抢修指挥班班长）

杜旭青（富阳规划展示馆讲解员）

孙韬（富阳水务公司雨污水管道运维管理员）

努力工作，积极应对行业挑战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局规划行政许可科科长）

希望市民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让抢修更具速度，让用电更有温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富阳的规划

希望施工更文明、雨污分流更到位

今年 58 岁的郭也平是工学博士，专攻锂电池
技术，目前供职于杭州金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
时也是富阳自主申报的杭州“521”人才。前两年，
他在富阳买了房、落了户，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富阳
人”
。
2017 年底，杭州金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银
湖 街 道 搬 迁 至 东 洲 工 业 园 区 ，开 启 了 一 段 新 征
程。
“去年，我们公司通过提质增效，加强企业内部
竞争，年产值同比提升 20%，平稳度过了艰难期。”
郭也平表示，除了工作，在 2018 年里，自己的家庭
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杭黄高铁的开通，
大大拉近了他与远方亲人之间的距离，
“ 去年，我
的父母乘坐高铁从衢州到富阳，住了 40 天，我与
三兄弟一起为他们举办了一场钻石婚礼”。郭也
平说，因为妻子也在富阳，为方便就近照顾，他将
岳父母从上海接了过来，在这里扎了根，
“ 去年 7
月，女儿大学毕业，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开始在上
海打拼。”
对于新的一年，郭也平充满了期待。
“2019 年对
于能源行业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金色能源将苦
练‘内功’，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为此，我要努力
工作，做好充分准备。”郭也平表示，
“生活上，希望
我的父母、岳父母身体健康、长寿，女儿能独立自
主，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同时，祝愿富阳越来越
好、越来越美。”

陈勇堂今年 67 岁，是富阳老干部圈里的“微信
达人”。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态度，自学信
息技术、投身网络宣传，为富阳的社会经济发展发
挥余热。
陈勇堂使用智能手机的娴熟程度完全可以和
年轻人相媲美。去年，为方便日常沟通、实现资讯
共享，他为区住建局老干部们创建了微信群，大家
或相互学习交流，或讨论时事热点，十分活跃。与
此同时，陈勇堂还喜欢研究各种 APP，他利用移动
图文创作分享应用，创作了近 150 篇文章，通过视
频制作工具软件，制作了 40 余部视频，内容涵盖了
区住建局老干部活动情况，改革开放 40 周年富阳
城乡建设成就，富阳城市有机更新等等，他将这些
内容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
遍赞誉和一致好评。
“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快，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
穷。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也要迈开步子走
在前列，
活得更开心、更健康、更快乐。”陈勇堂说。
对于 2019 年的新期盼，陈勇堂表示：
“ 新的一
年，广大老干部要继续寻找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的新领域、新舞台，激发、凝聚、释放潜藏的
强大正能量，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和威望优势，树立新理念、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
能，为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应有的
力量。”

2019 年，是 23 岁的杜旭青在富阳规划展示馆
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她不仅参与了新馆从建造到
布展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从旧馆到新馆的更迭变
化。她说，与过去建于秦望广场的旧馆相比，位于
鹿山新区的规划展示馆更加大气恢宏，展馆面积
大了足足十倍；展馆的内容更加充实，向世人呈现
了富阳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展馆的功能更加完
备，设置了滑翔机和皮划艇虚拟竞赛、4D 未来影
院等多个体验展项，展现了更多的现代科技。还
设置产业展厅服务招商引资，兼有阳光公示区、城
市书房、会议室等配套设施。
“ 能够参与富阳规划
展示馆的建设与布展，对我来说是 2018 年最难忘
的事。”
由于新馆于 2 月初正式对外开放，春节期间也
不闭馆，
人手有限的情况下，
杜旭青和其他两名讲解
员选择放弃休假，
坚守岗位，
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做好
服务工作。
“ 规划展示馆是规划宣传公示的重要窗
口，
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重要平台，
市民可以通过
我们的讲解了解更多富阳的规划信息，我觉得这份
工作非常有意义。
”
杜旭青说，
就她个人而言，
讲解过
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人群，
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听
到很多有意思的观点，
感觉每天都是新鲜的，
这让她
觉得很有趣，
也帮助她更深地理解了富阳的规划。
2019 年，杜旭青希望自己能抓住每一天，一步
步做好本职工作，
让更多的人了解富阳的规划。

2018 年，城投集团下属的富阳水务公司承担起
全区雨污水管网的运维工作。原本在新登排水分
公司工作的孙韬被抽调到富阳，成了第一位“雨污
水管道运维”人员，负责城区雨污水管道和城区 43
个一体化泵站日常运维的现场巡检、应急处置和各
类投诉工作。
地下雨污水管道基础差、历史欠账多，要摸清
问题家底只能靠脚勤脑勤。由于妻子身怀二胎，孙
韬就拜托家中老人多加照顾，平时一个人住在富
阳，周末闲暇得空了才能回新登。
“ 有时候晚上 12
点多还会有投诉，处理回复有时间限制，住富阳才
能尽快赶到现场。”孙韬说，去年 10 月份污水零直
排区工作启动之后，自己有两个月的时间都没能回
趟新登家里。
2018 年富阳水务检测雨污水管道 190 余公里，
疏通 200 余公里。2019 年，这项工作还要继续推
进，城投集团也计划在逐步摸清雨污水管网分布的
基础上，启动排水管网 GIS 系统建设，以便于城区
雨污水管网后续的精细化管理运维。
他希望，新一年里各类投诉少一些，文明施工
更到位一些，雨污水分流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
就意味着富阳这座城市的“里子”更好了，城市品质
更高了。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贡献
“新富阳人”
力量
来自萧山区的陆扬帆，2017 年取得南京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后，通过富
阳区第一批党政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进入杭州市
规划局富阳分局工作，成为一名“新富阳人”。目
前，他担任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规划
行政许可科科长、驻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首席代
表。
2018 年，富阳的城市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规划审批部门工作的陆扬帆对此深有感触。
“作
为一名‘新富阳人’，能亲身参与并且见证这座城市
的变化，我感到非常高兴。”陆扬帆说，
“去年，我们
的工作主要围绕三点展开，一是以大都市建设品质
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建设项目审批工作；二
是进一步强化融杭交通体系规划建设，积极对接杭
州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三是全面推动规划审批服务
制度‘最多跑一次’改革，高标准完成规划审批流程
再造，全面细化审批‘四减’工作，助力富阳营商环
境进一步提升。”
说起 2019 年的期盼，陆扬帆充满憧憬：
“ 作为
规划审批窗口负责人，我希望能和我的团队一起加
强学习与实践，提升业务与服务能力，在大都市新
型城区及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最美示范区的规划建
设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交警城区中队民警金峰，主要分管老城区的交
通秩序管理工作。2018 年，城区达夫路精品街改
造、桂花路拓宽改造、开源路改造以及金桥北路杭
富地铁施工，一时间给周边的道路交通造成了不小
的压力，大桥路和富春街的交通流量也大幅增加。
金峰说：
“针对这些情况，一方面我们在道路上放了
很多反光锥筒，防止车辆违规变道掉头，另一方面，
根据道路情况采取潮汐通向。在早高峰出城车辆
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临时借用进城车道，提高出城
车辆通行率。”
2018 年，交警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加大了对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管控查处力度，加大对酒驾、
毒驾和有众多违法记录的重点车辆的打击。金峰
说：
“我们通过高科技手段布控，加强了监控抓拍监
管力度，在城区很多路口对违规变道、闯红灯、人行
道前不礼让行人、禁鸣路段鸣喇叭等行为进行了抓
拍。”此外，残疾车的升级换代也是交警在 2018 年
的重点工作。
对于 2019 年的期盼，金峰不假思索地说：
“希
望大家能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个别行人和电
瓶车主，总觉得跨个栏、闯个红灯无所谓，但这些行
为不仅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带来了危险，也降低了富
阳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所以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
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交通文明意识。”

今年 34 岁的盛成海是一名电力抢修工人。进
入供电公司刚好十年的他，已经历过配网、抢修、运
维等多个岗位。他说，对于电力抢修人员来说，最
忙碌的时节要数夏季，雷雨天气增多造成用电故障
相应增加，尽管有 16 个抢修班组，每天还是会忙得
不可开交。而最操心的时节，当数春节了，由于许
多市民都要回农村过年，导致农村的用电量急剧上
升，对农村电网造成不小压力。抢修人员抢修的心
情也特别迫切，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故障，让
人们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
2018 年是盛成海人生中十分特别的年份，他
不仅荣获“富阳区十大青年”称号，还被推荐为富
阳区劳动模范。不过，最难忘的是他和同事们在
电力抢修上有了技术性的突破：一直在探索的“互
联网+电力抢修”模式，终于在 2018 年实现了第一
时间获知电力设备故障信息，并试点停电信息短
信实时通知到户。他们的抢修模式逐步从传统的
“产生故障—用户报修—现场抢修”的被动模式，
转变成“平台预警—通知用户—现场抢修”的主动
抢修模式。
盛成海说：
“‘让抢修更具速度，让用电更有温
度’一直是我的使命。2019 年，我希望在我们电力
人的努力下，富阳电网会变得更坚强，老百姓停电
会更少一点，我能留出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能自
豪地跟两个女儿说，
幸福生活是靠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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