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模名片】

富阳区首届劳动模范风采

孙德宝：
专注机械制造40年

记者 倪华华

孙德宝，男，56岁，1979年入行从事机
械装配钣金、车床、焊接等工作。2004 年
至今，先后在杭州富阳康华制药机械有限
公司车间钣金组、新产品试制组等岗位工
作。从事机械制造工作40年来，他虚心学
习，苦心钻研机械理论、设计等知识，多次
参与和负责公司的多项机械制造技术革
新和创新工作，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他关心组员，甘于奉献，专注培育高技能
人才，开展技术攻关。他是机械制造业里
的“老匠人”，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
凡的事迹。

【劳模故事】

“做一名工人，岗位再平凡，只要想有
所作为、有所创造，同样能实现人生价
值。”孙德宝用40年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这
句话。

1979年，孙德宝高中毕业后进入富阳
茶叶机械总厂，从事机械装配钣金、车床、
焊接等工作。他从一名学徒起步，虚心好
学，刻苦钻研，很快精通了钳工的锉和磨、
钣金的裁剪折弯、焊接等技术，成为一名
具备多项技能的熟练工。1988年，他代表
富阳茶叶机械总厂前往陕西镇巴茶叶厂，
处理平面圆筛机偏心轴断裂问题，通过五
点平行校正后，运行情况良好。

2004年，孙德宝前往杭州富阳康华制
药机械有限公司就职，继续从事机械制造
工作，每年出勤天数都在315天以上。秉
承“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在钻研技术
的同时，努力学习机械理论、设计、制图等
知识。2004年，他参与公司数控往复式切
药机的研发制造，2015年该设备获得浙江
新产品证书。2014年至2018年，孙德宝参
与主持网链输送设备、数控节能自动网带
润药机、高效智能往复式刨片机组、带式
智能真空润药机、中药智能颗粒机组等22
个项目的研发工作，并获得成功。

多年来，孙德宝不断创新，并通过一
线实践，推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2017年
至今，他参与研发的项目——智能温控发
酵箱和高效智能往复式刨片机组取得浙
江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圆周斜面筛选
机、生姜式瓜蒌切片机、元胡采收机、一种
设置在当归切片机的转盘调节装置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自动化根茎脱
皮、清洗流水线及方法，刨片机组及刨片
方法，一种纺锤形物料去尾机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孙德宝深知人才对产业发展的重要
性。这些年来，为了让新员工尽快适应岗
位，孙德宝加强对他们的锻炼和培训，亲
自传帮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
技术和实践经验传授给他们；与新产品开
发小组成员一起工作，遇到困难和问题，
他总是主动承担，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尽
全力去解决。

“不浮躁，默默奉献，无怨无悔，把全
身精力投入到新产品开发和试制工作
上。”这是孙德宝对自己的要求。在他的
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技能型、知识型、创
新型工人自强不息、专业敬业和勇担责任
的可贵精神。

【劳模心声】

专注机械制造这么多年，虽然也曾疲
惫过，但从未想过放弃。

新产品的研发是最辛苦的时候，不分
白天黑夜地设计、测试，支撑自己坚持下
来的是一个信念——这个产品能对公司、
行业、社会有所贡献。机械化、智能化代
替手工生产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坚持创
新、研发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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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筹推进壶源江综合整治和绿道建设的建议》引起高度重视，省水利厅领导来富——

对接省人代会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为扎实做好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广泛听取代表意见和建议，昨日
上午，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锐
一行来富阳对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并
就壶源江综合整治与绿道建设项目开
展座谈调研。区领导汤金华、孙柏平陪
同。

在今年召开的浙江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汤金华提出的《关于统筹推进壶
源江综合整治和绿道建设的建议》，引
起了省人大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
广泛关注。

壶源江是钱塘江的一级支流，发
源于浦江县西部高塘岭的壶山，流经
三市（金华、绍兴、杭州）四县（浦江、
桐庐、诸暨、富阳），在富阳区场口镇
汇入富春江，全长 103 公里，流域面积
760.9 平方公里。曾是义乌、浦江、诸
暨、桐庐等地往来富阳、杭州的一个
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壶源江流域凭
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
掌故，具有打造成为“长三角”最具活
力的流域性现代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巨
大潜力。

壶源江跨杭绍金三市，由于地区间
发展路径不尽相同、统筹协调力度不

够，壶源江流域存在目标定位不够协
调、产业业态分散低效、基础设施投入
不足、历史文化挖掘不深等问题。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
意见》和浙江省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建
设行动计划相关精神，汤金华建议，由
省级部门牵头，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筹实施壶源江全流域综合整治提升，并
贯通钱塘江、富春江、壶源江、浦阳江等
几大水系的滨水绿道系统，使壶源江成
为流域性现代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一
条全省最美的河流，为诗画江南美丽浙
江添光彩。

李锐表示，人大代表就壶源江综合

整治与绿道建设提出的建议含金量高、
有针对性，省水利厅将进行认真梳理研
究，采取上下联动、多部门协调的方式，
科学编制相关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统筹推进全域小水电综合整
治、防洪堤和生态堰坝建设、水生态系
统修复、岸线景观塑造等工程，积极回
应人民关切。同时，他要求富阳进一步
明确目标任务、加快重点工程实施进
度，不断将治水工作推向新高度，也希
望人大代表继续监督支持水利工作，多
提宝贵意见。

区总工会十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雨天 通讯员

章柳雅）昨日上午，区总工会十七届五
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副区长孙洁
参加会议。

会议表彰了2018年度5A级工会、
“美丽厂区”、优秀合理化建议和优秀工
会工作者等先进典型，聘任第十五批

“职业技能带头人”。
2018年，区总工会围绕区委区政府

中心工作，注重引领、加强服务、深化改
革、夯实基础。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服务质量，深入开展“五百项目进企业”
活动；围绕精准脱贫攻坚战，认真落实
恩施、锦屏对口扶贫项目；围绕依法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努力规范完善八大品
牌服务工程；围绕稳定职工队伍，主动
为企业和职工排忧解难；围绕自身改
革，构建了“三个一、三必到”基层制度

和工会经费绩效化转拨办法。这一年，
区总工会工作有重点、有特点、有亮点，
凝聚了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
的共同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孙洁说，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富阳实现工作转段、开启全
面建设的关键一年。区总工会要始终
围绕中心，助力“三高”发展，各级工会

组织要立足特色、发挥优势、健全机
制，积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真正做到

“有工会、像工会、是工会”；积极有为、
昂扬奋进，团结和动员全区职工，努力
推进工运事业与全区各项事业的稳步
发展、协同发展，为全力加快与杭州大
都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探访富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③

记者 方宗晓

【基地名片】
金萧支队纪念馆位于湖源乡窈口村潘氏友于堂内，以金萧支队在窈口一带

活动的历史背景为依托，整理完善相关历史资料，整个纪念馆设立一个接待大
厅、一个历史人物展示长廊、三个实物展厅，以图文、实物展示、情景再现为主要
方式，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金萧支队纪念馆

金萧支队纪念馆：

再现英勇战斗的岁月 感受先烈们的赤诚爱国心

【基地故事】

再现先烈们的英勇事迹
湖源乡窈口村是一个革命老区，

曾是新四军金萧支队北上抗日与解放
富阳的会师地和后方医院，是金萧支
队文工队组建与演出的主要场地，还
是富阳籍著名烈士蒋忠传达中央“8·7
会议”精神的所在地和张文达烈士牺
牲的地方。

走进窈口村潘氏友于堂，来到金萧
支队纪念馆前，门楣上是书法家吕国璋
所写的横匾——“金萧支队纪念馆”。
门两旁分别摆放着新四军战士铜像和
写着金萧支队简介的木屏风。

跨过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历
史人物展示长廊，以“四水归堂”格式
呈现，占地面积约 200 平方米，院落中
间 陈 列 着 一 门 小 钢 炮 和 一 挺 重 机
枪。廊房墙上挂着先烈像及生平简
介。

再往里走是三间实物展厅，分别陈
列着新四军金萧支队战士的武器、弹
药、军旅生活的实物，以及从日军中缴
获的武器等。内墙上挂着新四军金萧

支队战士的战斗生活照片和文件。通
过这些珍贵的陈列品，新四军金萧支队
战士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仿佛再次展
现在人们面前，先烈们爱国爱人民的思
想得以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发扬光大。

烈士的事迹代代相传
张文达，1905年出生于兰溪永昌街

道江村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冬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张文达积
极组织群众参加抗日。1945 年 10 月 3
日在窈口村壮烈牺牲，年仅 39 岁。在
金萧支队纪念馆的东厢房楼梯下，就是
当年张文达的关押处。

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派张文达同
志担任窈口片区的民运组长，由此窈口
的抗日工作迅速开展：建立农民抗日校
园会、妇女抗日救援会，开展“二五”减
租、抗丁抗税，建立窈口片区栖鹤二乡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抗日自卫队和抗日
游击小组。张文达亲自任乡指导员。
他的身影和足迹遍及全乡 13 个自然
村。参加农抗会的群众达 2000 余人，

有力地支援了金萧支队主力抗战，稳固
了路西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张文
达被留下担任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国
民党政府趁金萧支队刚北撤之机，派国
民党新编第二十一师和地方武装开进
窈口片区“清剿”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
并将窈口村作为搜捕的重点。情急之
下，张文达带领群众疏散 10 多名重伤
员，隐蔽于山村中。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我后方医院被冲散，卫生员郭煜春、
赵云海和新四军伤员英勇牺牲，一些来
不及撤退的抗日游击队队员和农抗会
会员等60余人被捕。

窈口村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张文达
为保护革命同志和窈口革命群众，挺身
而出，大义凛然地高喊：“他们是老百
姓，放开他们！我是共产党员，一切由
我负责。”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
拷打，张文达宁死不屈，被敌人枪杀在
窈口村。

张文达烈士的英勇形象永驻富阳
人民心中，他和这些革命先辈的英勇事
迹在窈口村代代相传。

【观感】

潘大爷（窈口村村民、兼职讲解员）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窈口村村民，

金萧支队及英勇牺牲烈士们的事迹，从
小就听父辈们不断讲起。如今，我是金
萧支队纪念馆的一名兼职讲解员，希望
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道、了解、体
会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
革命先烈遗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俞女士（市民）
在金萧支队纪念馆中，看着那些陈

列品，我的眼前似乎展开了一幅历史画
卷，有呐喊，有不屈，亦有乱世中的温
情，一幕幕像老电影，又像是真的身在
其中。一个个看过去，我的内心久久不
能平复。死有轻于鸿毛，亦有重于泰
山，革命先烈们的牺牲无疑是重于泰山
的。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先烈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能做的，只
有永远将他们记在心中。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珍惜眼前幸福生活

系列报道

“味道山乡”小程序优化更新后上线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昨日，“味道

山乡”小程序进行一轮优化设计更新后
上线，想与新登、洞桥、胥口、万市四镇
的代言农户“结亲”的城里人，可以在小
程序界面上选择心仪的家庭。

打开“味道山乡”小程序，完成注册
登录，你会在首页上看到“味道山乡”大

会的十大活动。其中，“我在富春山乡
有个家”活动已在小程序上顺利上线，
点击相应按钮，就能跳转到“寻家”页
面。在这个页面中，可以根据不同的镇
或者不同的类别，寻找心目中的“家”，
每一户代言家庭都有房屋照片和家庭
介绍。确定心仪的代言家庭，填写相关

信息后，就能与他们完成线上“结亲”。
如果你想与富春山乡的代言家庭

“结亲”，或者想把这个活动推荐给其他
朋友，可以扫描右边二维码，进入“味道
山乡”小程序。除了“我在富春山乡有
个家”活动，其他各项子活动也将陆续
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