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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追梦人

三四岁女孩走失
城管带她找外公

带领大伙修水利、种粮食、搞经济
在
“十里荒洲九里沙”上获得大丰收

“全国三八红旗手”
李金凤
投身农村建设的“铁姑娘”
见习记者 倪慈丹

上世纪中叶，随着妇女政治地位的日益
提高，广大妇女由家庭主妇逐步成为各行各
业的生产能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强
大生力军。在农村，妇女日益成为生产上的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李媚）5 月 6
日晚上，新登镇城市阳台热闹非凡，特别是儿
童游玩区吸引了很多孩子来玩耍。
城管新登中队队员在此巡查时看到一位
三四岁的女孩无助地哭泣，队员蹲在她面前问
道：
“ 小朋友，不要哭，告诉叔叔发生了什么事
情？”原来，小女孩和外公走丢了，也不记得家
人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队员安慰她：
“不
要怕，
叔叔带你去找外公。”
小女孩渐渐停止了哭泣，队员抱起她在人
群中寻找她的家人。20 多分钟后，队员终于找
到了同样在焦急寻找小女孩的外公。外公激
动不已，
紧紧握住队员的手连声感谢。
在 5 月 10 日晚上，队员巡查至城市阳台时
又发现了一名五六岁的男孩和家人走散，所幸
在队员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家人。
城管在此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让儿童单独
出门，带儿童出门时要时刻关注儿童去向。同
时要加强教育引导，培养儿童自身安全意识和
防范意识，要教孩子记住父母的电话号码，反
复告诉孩子，和家人走散后可以找警察叔叔，
也可以找城管叔叔，
千万不要擅自走动。

主力军，涌现出很多“铁姑娘”
“ 女能手”，现
年 86 岁的李金凤就是其中一位。她作为原

买产品送医疗服务
这样的
“贴心”
要不得

场口公社鸿丰生产队的大队支部书记，带领
队员修水利、种粮食、搞经济。1959 年，她被
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还两次到北京，
见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

“十里荒洲九里沙”
，自力更生获得大丰收
“十里荒洲九里沙，卖儿鬻女难
安家，吃的玉米粉，走的滑跌路，一
点雨滴一个泡，江涨老娘爬上灶。”
这是当时农民编的一首形容沙洲土
壤贫瘠的歌谣。在李金凤的带领
下，原场口公社鸿丰生产队在这片
贫瘠土地上种上了一年三熟的水
稻，还发展工业，成为了富阳经济储
备粮最高的公社。
李金凤是村里的第一个党员，尽
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她还清晰地
记 得 自 己 1953 年 入 团 、1954 入 党 。

“要感谢组织培养、群众支持。大家
先推选我做组长，之后是妇女主任，
再之后是支部书记。”李金凤说。
在农业生产队里，李金凤主要做
了三件大事：修水利、种粮食、发展工
业。在过去，岸边土地年年遭受水
灾，一场大水就能冲掉港口。李金凤
带头并发动生产队员搬运石头、造水
电闸、修筑堤坝、修水库，直到后来新
安江水电站修建完成，村里才很少出
现发大水的情况。因为以旱地居多，
鸿丰生产队的土地上最初只种植小

麦和玉米。
“我们千方百计自力更生，
在村里种地种田，水稻由一开始的一
年一熟发展为一年两熟，后来又实现
了一年三熟。”李金凤说。在实现粮
食产量提升之后，鸿丰生产队在一片
面积七八十亩的果园里种起了梨等
水果用来出口销售，又开办了黄沙
厂、绸缎厂、胶木厂等工业企业，实现
经济的增长。
在修筑塘堤的时候，她生了病，
可她瞒着大家，带着病，夜以继日地
和社员们在一起挑塘泥挖大浦。父

亲知道了，把她关在屋里，不准她出
去，可她又偷偷地从后门溜了出来。
她终于病倒了，可是当她得知社员中
间有人正为反对密植插秧的问题展
开激烈辩论时，她又带着病偷偷跑出
去，连夜到社里召开党员积极分子大
会，说服大家坚决贯彻上级的密植插
秧的指示。第二天，李金凤又带着病
到田里去带头插秧，掀起了全社密植
插秧的高潮，使得早稻获得了空前的
大丰收。

在省标兵支部书记会议上发言，背下五千多字的讲话稿
做出一番成绩之后，到各地开会
成了李金凤的常事。她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年省委组织部召开的省标兵支部
书记大会，她是唯一一个上台发言的
支部书记。相关部门给她准备了一份
五千多字的讲话稿，并要求她用普通

话来讲。富阳县委组织部部长私下找
她谈话说：
“小李，
这次一定要发好言，
为全富阳争光。
”
杭州市委组织部部长
和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也分别来找
她，
希望她能好好发言。李金凤心想：
“我连用土话都不一定能讲好，
还要用

普通话讲，
难度太大了。
”
李金凤文化程度不高，她只好积
极准备，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
后硬是把这五千多字的稿子一字不差
地背了下来。发言结束之后，在场的
人对她评价都很高。很多人听了她的

发言都认为她肯定有初中以上学历，
但其实李金凤根本没读过书。不认识
字也成了李金凤的一个遗憾，她说：
“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部长找到我跟我
说，
你别的样样都好，
就是没文化。你
一定要学会认字，
学会用字。
”

两次到北京参加大会，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
1958 年 12 月，李金凤第一次到北
京，去参加全国农业大会。当时她见
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
导人。
1959 年，李金凤被评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她又有了一次去北京领

奖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
只收到奖状。
最令李金凤激动的是 1960 年，她
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民兵代表大
会。会议从四月中旬一直开到五一
劳动节，总计半个月。其间，毛泽东、

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
仁堂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代表。
“ 当时
有一万人左右，集体拍了合照。我们
还一起观看了阅兵仪式，几乎所有的
中央领导人我都见到了。其间，毛主
席就从我前面走过，但有规定，只能

鼓掌，不能握手。”李金凤回忆，当时
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发到了一套
《毛泽东选集》和一支半自动步枪。
李凤英强调：
“ 很多人以为枪是毛主
席亲自发给我们的，但其实不是，我
们是统一领取的。
”

“画语艺术”走进抗战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开展亲子
“红色记忆”
体验之旅
记者 邵晓鹏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周，富阳区“红色
记忆”青少年儿童笔记大赛正式启动，号召广大青少
年组队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走进富阳的 20 处革命文物
推荐点。大赛由区文化旅体局、
区教育局和富阳日报
社主办，区博物馆和杭州富阳日报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

上周日，本报联合富阳区画语艺术培训学校，征
集了 40 户家庭，一起走进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
念馆，
重温“红色记忆”
，追寻红色足迹。
跟随着讲解员，孩子和家长们走进展厅，边听讲
解边观看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和一件件物品，感
受战争的残酷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深刻体验革
命先辈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随后，孩子们各自挑选了中意的展物，拿出画
板、画纸和画笔，专心绘画。有的孩子选择绘制手榴
弹、子弹等军用物品，有的绘制各式各样的军章，还
有的绘制了东洲保卫战等战斗场景……安静的场馆
里，一时间只剩下孩子们小声地与家长们沟通绘制
思路的讨论声。
永兴小学五（9）班的马博临同学画的是为阻断
侵华日军南下而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因为这座桥展
现了桥梁专家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的
壮举，还体现出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她
拿着自己的画说。经过半天的参观和绘画，她深有
感触：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名对祖国有
用的栋梁之才。”她还把茅以升当年的誓言“抗战必

胜，
此桥必复”
写在了自己的画作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中，不少爸爸全程陪着
自己孩子参观和绘画。
“小孩根据兰溪革命烈士纪念
碑图片作画，我主要引导他，还向他介绍了抗战历
史，他说，他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富春
一幼大（1）班魏莱爸爸说。
“此次参观和写生，通过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红
色文化，让孩子们对浙江的抗战历史有了更全面的
了解和认识，也让他们明白了‘幸福’这个词的含
义。希望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拼搏、奋发
向上。
”
画语艺术培训学校卢老师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绘制，孩子们都完成了自己
的“红色记忆”作品，并纷纷在自己的画作上写下这
次活动的感受。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姜芳芳）富阳
有一家经营雾化液的门店，吸引了不少鼻炎患
者，
但最近却惹上了麻烦。
由于市民投诉，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赶
到现场查看。专利认证、经营备案、营业执照
上墙……从现场的相关证件了解到，该店销售
的清鼻露雾化液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属于第
二类医疗器械。
现场这些仪器是干什么用的？该店老板
解释说，这仪器叫超声雾化器，把雾化液加入
其中，顾客通过插鼻管即可进行雾化。有的顾
客不会用或者不方便操作，就在店员的指导下
操作。
执法人员在一处角落里发现了另外几样
东西：酒精棉球、镊子、一台明码标价的电子影
像检查仪。桌子上还摆放着多本客户健康档
案、产品使用跟踪表，里面记有“黄某某，鼻腔
镜检，双侧鼻加水肿、堵塞鼻通道、面膜苍白，
右侧鼻息肉”等字样。细细翻看后，执法人员
发觉本子里对每位顾客情况都详细记录，包括
时间、检查结果、疗程、效果等。
对此，老板说，顾客来了之后，他们自己会
照一下电子影像检查仪。难道自己给自己检
查？那档案上是谁记录的？面对执法人员的
进一步询问，老板与店员仍想隐瞒，直到执法
人员提议向顾客了解情况时，他们才说出真
相。原来每当顾客购买产品或一个疗程结束
时，会要求检查治疗效果。这时，店员樊某就
用电子影像检查仪为对方进行鼻腔检查和诊
断，
酒精棉球就是用于鼻孔消毒的。
执法人员表示，检查和诊断属于医疗行
为，操作人员需具备医师资格，且机构还得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该店并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销售人员樊某并非
专业医师。这种“越界”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
动。
”
的规定。
对此，
区卫生监督所已立案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