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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王倩倩）
在11月29日的宣讲活动中，8名宣讲员的
宣讲内容贴近生活，且深入人心。上篇

“礼赞新中国”，来自区实验小学的四年级
学生吴梦萱首个登场，她讲述的是从爸爸
口中听到的“家”的变化，“70后”爸爸小时
候住在高山上的小房子里，后来爷爷奶奶
省吃俭用在山脚造了新房子，爸爸成家
后，贷款在城里买了房子，家从农村到了
城市，如今因为有了二胎妹妹，一家人商
量着要换大一点的房子了。“我们家的变
化就是祖国巨变的缩影。”吴梦萱的宣讲
让不少人回忆起过去，同时深切感受生活

的美好。
从富春二小退休的老师寿美珠以桂

花路的新生为例，讲述富阳主城区的70年
变迁。来自区城管局的徐佳楣声情并茂
地回顾了“城管蒋大侠”蒋臻的事迹，发生
在身边的事感动了无数人。团区委的郑
雨婷穿着“红马甲”上台，告诉大家什么是
志愿者，他们是一抹鲜红的靓丽，故事中
满满都是感动。在郑雨婷的宣讲过程中，
还穿插了《临海救援》舞台剧，这个舞台剧
故事原型就发生在今年暑假。

在下篇“奋进新时代”中，宣讲员们更
是用声音、用故事表达出对家乡、对事业

的满腔热情。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的
史炎丹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北漂到回乡，
开启了与杭州富春湾新城共成长的征程，
她亲历搬迁，也将见证家乡一点一滴的变
化。来自区档案馆的单妍则向大家介绍
了档案馆的作用，“异地查档”为百姓生活
带来的便捷。区实验小学教师朱湘妹讲
述与学生的相处之道，并抒发了“努力做
孩子幸福未来的引路人”的真心。方凯是
个主持人，也是常安镇沧州村的村级宣传
员、礼堂人，“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想回
来守护故乡的文化”，方凯的故事很感人，
他诠释了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力量。

用声音和故事表达对生活和家乡的期许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王倩倩）
优秀的宣讲是充满力量的。11月29日下
午，区委宣传部“富阳故事”宣讲团成立暨
巡回宣讲基层启动仪式在富春街道青云
桥村文化礼堂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夏芬参加并为宣讲团授旗。

活动现场，领导们向“富阳故事”宣讲
团的34名宣讲员颁发聘书，与此同时，该
宣讲团的LOGO、口号以及宣讲团课表正
式公布。可以看到，宣讲团的LOGO呈现

红蓝两色，由红旗、话筒和星星三部分组
成，寓意着“富阳故事”宣讲团是闪耀的新
星，在旗帜领航下，宣讲员们用灵活多样
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以星星之火
燃起燎原之势，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
入寻常百姓家”。宣讲团的口号为“传播
好声音，汇聚正能量”，这句口号也将成为
宣讲团的依托和目标。

在宣讲团正式成立后，首场宣讲活动
也随即启动。宣讲围绕“礼赞新中国”和

“奋进新时代”两个篇章展开，8名宣讲员
从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核心价值观、城市
建设等内容出发，把理论与自身经历结
合，用一个个动人的“小故事”将“大道理”
讲明白、讲透彻。

接下来，“富阳故事”宣讲团还将继续
开展巡回宣讲活动，把更多发生在富阳的
好故事，传递给更多老百姓，用宣讲的力
量为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汇聚正
能量。

“富阳故事”宣讲团成立
34名宣讲员将下基层“传播好声音，汇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11 月 30 日至
12月1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求真教育实
验研究分会2019年学术年会暨“新理念、
新高考、新教材下的教学质量提升”高峰
论坛在新登中学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夏芬参加开幕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区
教育局主办，聚焦新理念、新高考、新教
材，通过专家讲座、主题报告、圆桌论坛等
形式，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位教育
工作者就新时代义务教育阶段课堂教学
改革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开幕式前，中国陶研会求真教育实验
研究分会理事长王旭明为新登中学学子
上了一堂“学会真诚说话”的口语交际示
范课，引导学生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真
读、真说、真写、真对话。

夏芬在开幕式上致辞。她说，陶行知
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现
代化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她表示，与会专
家和来宾都是长期研究和实践陶行知教
育思想的先行者，希望大家为富阳教育发
展带来新的思想、理念和方法指导。

开幕式上，还成立了由新登中学等45

所学陶践陶学校组成的全国行知校长共
同体。该共同体将以求真的态度研究、以
认同的情怀实验、以奉献的精神践行、以
创造的境界传承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
为提升全国学校教育水平和育人内涵作
出新贡献。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还发布2019年
十大求真教育新闻、十大求真教育数据、
2019年求真教育学校新闻，分享处于高考
改革一线的“浙江经验”，探讨全国各地新
高考改革经验和思考，达成全国行知校长
共同体“杭州共识”。

中国陶研会求真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学术年会在富举行

传承陶行知教育理念
为富阳教育注入新思想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11 月 30 日下
午，“鹿山杯”富阳区第三届乡镇（街道）书
法联展在富春山馆开幕。副区长孙洁参
加活动并宣布展览开幕。

本次联展的主题为“弘扬乡贤文化，
助推乡村振兴”，自今年8月开始征稿，得
到全区各乡镇（街道）的大力支持。区书
协组织专业人士多次前往鹿山街道、东洲
街道、大源镇、场口镇、新登镇，对作品进
行点评、看稿，还作了一定的加工处理，为
全区各乡镇（街道）的书法作者解答创作
难题，不断激励参赛作者。区书协常务副
主席李志荣介绍，本次活动共收到应征稿
件346件，作品质量与前两届相比，不论是
内容、形式，还是创作和审美理念，都有很
大提升。省书协秘书长何涤非在评审过
程中感慨：“作为乡镇（街道）层面的书法
比赛，能达到如此艺术水准，着实难得。”

经过专家的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作
品5件、二等奖作品15件、三等奖作品30

件、入展作品70件、入选作品63件。这些
作品形式多样，正、行、草、隶、篆五体皆
备，带着浓厚的乡情、乡贤文化气息，体现
出乡镇（街道）书法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经综合评定，富春街道、鹿山街道、

灵桥镇、大源镇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联展由区文联、鹿山街道主办，

区书协、鹿山街道乡贤联谊会承办，展览
将持续至12月24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
可以前往富春山馆临展厅观展。

“鹿山杯”富阳第三届乡镇（街道）书法联展开幕
展览持续至12月24日，市民朋友可前往富春山馆观展

展厅现场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杜
伊宁）“山乡千里马喻示着从开始的平
凡，经过刻苦的求学与顽强的拼搏，我
们都可以为自己冲出一片天地。”场
口中学高二“千里马班”陆甜同学对
经历和见证了 40 年前场口中学获得

“山乡千里马”美誉的老校长、老校
友、老教师说。

11月29日，场口中学举行纪念荣
享“山乡千里马”美誉40周年座谈会，
邀请老校长、老校友、老教师、教育专
家与在校师生代表一起为传承千里马
精神、助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集思
广益。副区长孙洁参加活动。场口中
学知名校友孙华山、李雪勤专门发来
贺信。

1977 年 9 月，场口中学被富阳县
委确定为重点中学。学校艰苦拼搏，
创造了连续多年高考升学率名列杭州
地区前茅的成绩。1979年11月，杭州
市教育局在场口中学召开市属七县教
育局局长、高完中校长会议；11 月 29
日，《杭州日报》发表题为《山乡千里
马》的专题报道，专版介绍了场口中学
改革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办学经

验，学校誉满全省，形成了“敢为人先、
自强不息、艰苦拼搏”的千里马精神
核心要素。

当天的座谈会开始前，场口中学
“千里马合唱团”演唱了校歌，并向老
校长、老教师献花。场口中学“千里
马班”学生代表以及教师代表们分别
发言，表示将传承好千里马精神。场
口中学 1979 届的两位校友重温了当
年场中师生们创建“山乡千里马”美
誉的过程。场口中学校长包增军介
绍了学校教育教学与管理工作和发
展规划。老校长、老校友、老教师、教
育专家也纷纷为传承好千里马精神
建言献策。

孙洁对场口中学取得的教育教学
成果表示肯定。她希望，为共同传承
好千里马精神，校级领导班子要更加
尊重人才，关爱教师，精细管理，科学
教研；广大教师要继续敬业奉献，采
用科学教育方法，注重自身发展；同学
们要树立信心，补短扬长，结合自己的
实际情况，确定奋斗目标，并坚持下
去，同时，还要锤炼品质，永怀感恩之
心。

场口中学举行座谈会

纪念荣享“山乡千里马”美誉40周年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凌
玲）“你们这件事情办得很OK！真的
非常感谢！”11月29日，记者跟随城投
集团下属的市政养护公司工作人员，
对三桥卫生院区段排涝改造工程进行
回访。得知来意的医生竖起了大拇
指，连连道谢。

今年8月，城投集团收到了关于三
桥卫生院区段积水问题的反映，将排
涝改造工程交给市政养护公司承办。
该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区段内积
水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排查
后，制定了整治排涝的可行方案，在历
经20天的施工后，整体完成该区块的
雨水排涝管网的重新打造，解开了困
扰当地居民数年的心病。

一个常年需要抗洪的卫生院
三桥卫生院地处孙油线与春店线

交叉口，临近道路为附近居民出行的
主要路段。多年来，地处低洼的卫生
院排水不太通畅，再加上近年来周边
地块开发建设，道路原有雨水出口被
截流，三桥卫生院区段的雨水面临着
无处可排的困境，给附近百姓日常生
活、道路交通带来诸多不便。

“今年汛期一个月里就积水了三
次，有时候积水7天都排不出去，院子
里的积水能没过膝盖。”卫生院的老中
医带着记者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记者
看到，院子内墙面因为长期泡水长出
了青苔和黑斑，卫生院的石柱子下段
也被积水泡得有些发白。“只要一下
雨，我们就心惊肉跳，随时都要准备抗
洪。”卫生院的何医生给记者看了今年
7月的几张照片，卫生院的院子像是一
个小池塘，诊室里的桌椅都泡在了水
里。积水退去之后，医护人员需要花
大量时间精力搞卫生、消毒。

三桥卫生院日均接待170余位市
民挂号看病。汛期反复积水的问题得
不到根治，年轻的病人尚且能蹚水前
来，遇到年纪大的病人，医生们就只能
背着病人进出。由于内涝太严重，今
年卫生院多次因为积水问题而停诊。

“道路积水退了之后我们卫生院的积
水还满着，总不能让每个人都进出脱

鞋子蹚水。”医生们说，无奈之下今年
卫生院里还搭起了一座浮桥，方便看
病群众进出。

一项民生工程真正解除民忧
三桥卫生院积水内涝的问题，几

经辗转交办到了城投集团。这件多年
未能解决的百姓烦心事，成为城投集
团党委的“心上事”。今年8月底，市政
养护公司领到了三桥卫生院区段排涝
工程任务，立即会同富春街道、设计单
位等相关部门，多次到现场踏勘、收集
和分析道路管网资料，确定切实可行
的施工方案，于10月15日正式进场施
工。

“现状是原有简单的排水系统已
经截断、堵塞，想要彻底解决区块的内
涝隐患就得新建集水沟收集雨水，把
雨水引入到市政雨水管网中。”负责项
目的市政养护公司工程科科长张叶飞
介绍，整个项目在三桥卫生院积水区
块铺设了管道 330 米，砌筑各类窨井
23 座，浇筑路面砼基础 1220 平方米，
铺设沥青1500 平方米，工程于11月5
日顺利完工。

“现在下点小雨的日子不会积水
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医生们说，浮桥
都已经拆除了，因为下雨积水停诊的
情况也没再发生。他们最大的希望，
是这项工程能够经得起明年汛期的考
验。张叶飞表示，市政养护公司会持
续关注区块的后续排涝问题，一旦发
现问题也将及时对管网优化和疏通，
确保这项工程真正解决三桥卫生院积
水问题。

城投集团破解三桥卫生院积水之困

医生连连道谢:这件事情办得很OK

场内设置雨水篦子排水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