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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名片】

←

杭州陶行知研究馆

【基地故事】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上最杰出的平民教育家，也是一
名勇敢的反法西斯斗士。他提出
并实践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教育观，吸引着
全球各地的“陶迷”们。他留下的
许多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杭科院结缘陶行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来到

富阳高教园区，走进杭州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杭科院），
可以看到一处青色石砖建筑和一
座纯白的雕像——杭州陶行知研
究馆就掩藏在树木葱茏、绿草如
茵的校园中。

杭州陶行知研究馆展厅门口
挂着的一幅一人多高的巨型油
画，道出了陶行知与杭科院的不
解之缘。画面正中间的陶行知先
生，一身白衣，眼神坚毅，正在与
大家商讨着创办学校的各项事
宜。1928 年，陶行知先生亲自指
导创办了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即湘湖师范学校，新世纪初正式
并入杭科院）。

早在杭科院搬迁至富阳之
初，新校区的规划就充分考虑了
原湘湖师范学校的陶行知纪念馆
重建事宜。学校提出，对陶行知
的教育思想，不只要纪念，更要研
究，因此，“纪念馆”升级为“研究
馆”。

在学生讲解员的带领下，我
们依次参观了四个展厅。第一个
展厅主要介绍陶行知生平与业
绩，馆藏实物中，既有陶行知先生
的众多原著，也有郭沫若手书“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的真迹。

第二个展厅最具地方特色，
主题是“陶行知与杭州”，着重介
绍陶行知关心、指导杭州教育发
展情况以及学习陶行知教育理念
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第
三个展厅介绍了陶行知学生金海
观先生推动湘师办学的事迹。第
四个展厅主要介绍杭科院学习实
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情况。

学陶、研陶、师陶，用
教育影响一批又一批学子

“学陶、研陶、师陶……”正是

“研究”二字的提出，让陶研馆在
全国“陶迷”心中独树一帜。作为
全国第一座较大规模的以学习陶
行知为主题、集展示和学术研究
为一体的研究馆，这里不仅是杭
州市陶研会秘书处所在地，也是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
地，与上海、南京、安徽、重庆陶行
知纪念馆并列为“全国五大陶
馆”。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2011
年6月开馆至今，陶研馆已经累计
接待社会各界参观人员 2 万余
人。这其中不仅有在校师生、湘
师校友、民主党派成员、爱国团
体，更有从五湖四海自发前来的

“陶迷”。
这期间，陶行知的孙女陶铮

女士也多次前来参观，并受聘为
研究馆顾问。2012 年，她将陶行
知诞辰 120 周年的献礼片《陶行
知》、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及《陶
行知手迹》影印本赠送给了陶研
馆。2018年，她前来参加“陶行知
与新时代教育”学术研讨暨纪念
陶行知指导创办湘湖师范90周年
大会，充分肯定了杭科院学陶研
陶的成绩。

【观感】

王娅琴（学生讲解员）
刚进校时，学长学姐带领我们参观

陶研馆，这是我对陶行知先生的初识。
再后来，不论是参演学校话剧，谢幕时说
起“爱满天下”，还是参加晨跑时看见先
生的名言，总有一种亲切感。为了成为
陶研馆的讲解员，我前后一共参加了四
次比赛。如今每次给人讲解先生的生平
事迹，就好像在介绍一位老朋友。他的
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的人生。
相信这也会是我大学时光里最美好的一
段回忆。

陈佳玉（学生讲解员）
我最喜欢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的

教育理念。先生是个“行动派”，“爱满天
下”的下一句，便是“乐育英才”。他提出
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把
教育当成了救国救民的根本大计，并且
用一生去实践。这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受
用，有位学长跟我说过，“大学生应当有
所作为”，我们认为的爱国，不是停留在
口头上，而是需要落实在行动上，真正做
到先生倡导的“行知”。

感受“爱满天下”教育理念
践行“知行合一”爱国情怀

杭州陶行知研究馆：

用“爱满天下”教育影响一批又一批学子

杭州陶行知研究馆位于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内，2011年6月8日开
馆，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设有四个展厅、学术报告厅、资料中心等，馆
藏陶行知先生原著50余部、郭沫若手书陶行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迹及湘湖师范办学初期所用的钢琴等。2012年杭
州陶行知研究馆被命名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探访富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④

盛成海，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
生毕业。 2009年7月进入富阳供电公司，先后
从事配电网施工、运维、抢修等工作，现任配网
抢修指挥班班长。2016年个人获国网公司群众
创新项目一等奖，负责团队获杭州市劳模集体
荣誉称号；2017年个人获浙江省电力公司优秀
教练、技术能手，负责团队获全国质量信得过班
组；2018年个人获富阳区十大好青年荣誉称号，
负责团队获国网先进班组。

从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到浙江省电力公
司技术能手，从电力系统“门外汉”到电力抢修
的“行家里手”，盛成海一步一个脚印，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耕耘、扎实工作。成为国网浙江杭
州市富阳区供电有限公司配网抢修指挥班班长
后，他带领22名“家人”认真践行“您用电，我用
心”的理念。

配网抢修指挥班承担着富阳全区电力客户
故障报修、业务咨询、社会联动等工作，年均话
务 10 万通以上，与客户的交流全靠电话中的
声音。如何用热情感染客户，让自己的声音“微
笑”起来？盛成海注重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每
日、每周、每月碰到的问题，他都会思考通过哪
种方式最能帮助到客户，不断优化自己的服务。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率，盛成海通过情景演
练，每周会在班组里组织一次“假如我家停电”
的模拟演练：让班员或家属模拟客户报修、咨
询，组织班员开展“听得到的微笑”服务竞赛，提
升团队的服务水平。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客户
满意率达到99.98%。

围绕“故障感知”，盛成海重抓基础信息，完
善了 14000 余台智能化电力设备的信息，实现
了6类信息系统的有效整合，故障信息得到有
效定位；围绕“指挥效率”，他推行移动 APP 管
控，让故障抢修在平台下运行，让现场抢修更透
明、步骤更清晰；围绕“信息通知”，他奔赴富阳
角角落落，全身心投入用户基础信息核对，目前
已完成 85000 余用户的停电信息通知到户工
作，提升客户用电满意度。在他的努力下，
2018 年富阳电力故障平均修复时间同比下降
11.21%，为杭州地区最短，相应的成果获得全国
QC小组成果发表赛优胜奖。

“班长，对待工作积极主动、敬业负责，是一
个闲不住的人。”抢修指挥员俞洁回忆说，“2016
年8月份，他阑尾炎发作住院开刀的第3天，就
碰上一个强雷电天气，当晚的电力故障有些多，
他起先一直捧着手机盯着工作微信群，最后忍
不住跑来单位和我们一起调度至深夜。”

盛成海始终坚持“要让班组似家园，要使员
工成能工，要把职业当事业”的想法，让供电服
务“零距离”、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
差错”、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态度“零投诉”；
让抢修“指挥零差错、出击零等待、抵达零超时、
修复零滞后、工作零违章”。

作为一名电力抢修工人，“让抢修更具速
度，让用电更有温度”一直是我的使命，我将一
如既往，秉承“您用电，我用心”的理念，用真诚
的态度、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效的速度，守护家
乡的万家灯火。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3月13日下午，富阳
区黄埔亲属联谊会代表浙江省手牵手爱心公益慰问
了富春街道、春建乡的5名抗战老兵。

本报曾报道过的102岁抗战老兵俞召见到联谊
会代表时很高兴，他告诉大家，他刚在门口种了菜，
孙儿对他很好，经常会带着牛奶、鸡蛋来看望他。

黄埔亲属联谊会成立于2015年。成立以来，联
谊会一直致力于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看望慰问过富
阳大多数的抗战老兵和黄埔前辈，还为不少没有拿
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老兵争取到了纪念章，
并送至老兵手中。

黄埔亲属联谊还协助“我们爱老兵网”，借助乡
镇（街道）等各方力量在富阳找到58名抗战老兵，并
将名单登记在“我们爱老兵”公益网站上。“到今天为
止，健在的抗战老兵只剩下34位，年轻最小的已经93
岁，年纪最大的已经103岁。”黄埔亲属联谊会副会长
王江龙介绍说，每年黄埔亲属联谊会都会多次到各
个乡镇（街道）慰问看望这些抗战老兵。

黄埔军校亲属联谊会
慰问富阳抗战老兵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连日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华赴基层开展

“走亲连心三服务”走访调研，进企业、
走乡村、访群众，帮助解决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发
展形势，如何为企业打造更加良好
的营商环境？汤金华前往浙江富春
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杭
州多宝电子有限公司、杭州新恒力
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同兴股份
有限公司走访调研，与公司负责人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
市场拓展、资金需求等情况，关切询
问企业下一步发展规划。在得知浙
江同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阿里巴
巴旗下阿里云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
享，协力推动城市大脑部署，赋能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后，汤金华希望同
兴股份能够加强政企合作，共同推
动富阳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
展，为杭州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
城作贡献。

汤金华强调，相关部门要以开
展“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为契机，
切实深入一线问需于企、问策于企、
问效于企，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
难，千方百计帮企业做大做强，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一流服务、营造一
流环境。对于企业提出的相关问
题，汤金华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统筹，能解决的问题，要尽快协调解
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努力研
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政策有
冲突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与企
业做好沟通、反馈。汤金华还叮嘱
企业负责人，要坚定发展信心，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把企业做精做
大做强，为推动富阳高质量转型发
展贡献力量。

春江街道春江村是汤金华“联百
乡结千村访万户”蹲点调研的联系
村，汤金华多次入村蹲点调研，收集
了一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走访时，汤金华与村支两委班子成
员开展座谈，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大家发
言后，汤金华指出，杭州富春湾新城
正处于腾飞阶段，而春江村拥有良好
的交通区位、山水资源、人文历史和
发展空间，具有与江北联动互进，做
高品质城市的潜力，要抓住拥江发展
的历史机遇，奋力干出一番新天地，
努力成为富阳乃至杭州的乡村振兴
样本。

汤金华还走访慰问了部分老党员

和农户，与他们聊家长里短、问困难需
求、谈发展思路。汤金华强调，乡镇
（街道）要切实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
好群众工作，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
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在春江街道、场口镇、新登镇、渌
渚镇、新桐乡走访调研时，汤金华与乡
镇（街道）领导班子进行座谈，听取工
作情况汇报，仔细询问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
求。汤金华还要求区、乡镇两级人大
要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密
切联系群众，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
发挥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

汤金华赴基层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走访调研

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
心贴心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汪
校良）3月12日至13日，市委党史研究
室赴渔山乡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大
调研活动。走访中市委党史研究室调
研组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在服务中坚

持问题导向，助力发展。
通过召开乡班子成员、各村农村

工作指导员座谈会，深入各村调研走
访，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组认真收集
企业、群众、基层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有针对性的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解
决困难和问题，努力提升企业、群众、
基层的获得感。

此外，调研组还向渔山乡赠送了
杭州党史一卷、二卷，《中国共产党九

十年》《惊鸿巨变 40 年——杭州改革
开放访谈录》《习近平同志与下姜村》

《红色胜迹——杭州市红色旅游指南》
和《省委书记》等党史书籍，进一步丰
富文化礼堂内涵，弘扬红色文化。

市委党史研究室来富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大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