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口罩和呼吸
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一句曾经出现
在人民日报官微上的横幅标语成了富阳
小哥栾京桦弹唱歌曲《在家也是做贡献》
中的一句歌词。栾京桦今年36岁，是国
网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供电有限公司工会
专职，富阳公司工会“光线乐队”主唱，歌
曲《在家也是做贡献》由他创作，诞生于1
月 30 日凌晨。歌曲弹唱视频在朋友圈
发布后，引发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
等全国、省市各大媒体争相转发点赞。

在家也不闲着，工作之余
创作防疫歌曲

因为从事工会工作，春节开始前，栾
京桦一直处在忙碌状态，春节遇上疫情，
工会对职工的关怀就一直没有停下来。
特别是近段时间，栾京桦虽已放假在家，
每天却也忙个不停，电话和微信成为他
支援防疫工作的阵地。“在工会工作开展
过程中，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没有真正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出门不戴口罩，串
门、聚餐等情况时有发生，还有很多听信
谣言、错误防控的情况。”向来热心的栾

京桦着急了，于是想着是不是可以创作
一首防疫歌曲。

“斟酌了很久才决定写歌。”栾京桦
的歌曲风格走的都是幽默路线，他有担
忧，怕会被误解为在严肃的疫情面前还
要“搞笑”，直到看见人民日报官微推送
的“花样横幅标语”，才让他有了动力。
不过在歌词创作上，栾京桦还是非常慎
重，他希望用歌曲传递乐观和正能量，要
有一些幽默但是更要顾大局。

1月29日晚上12点，忙完一天的工
作后，栾京桦开始创作歌曲，一直到次
日凌晨 5 点，歌曲小样出来了。“之前天
天电话催促同事朋友戴口罩，歌曲出来
后，我就发在群里，让大家听听歌、唱唱
歌，过程中也把注意事项都记住了。”他
说，起初只想给身边朋友提个醒，没想到
这个弹唱视频出来后，连人民日报都转
发了。

歌曲传递正能量，弹唱视
频走红网络

栾京桦为主唱的“光线乐队”在此
前已经创作了不少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比如抗击台风“利奇马”、垃圾分类、学
习劳模工匠精神等，在社会热点事件
中，“光线乐队”的原创歌曲在单位、社
区中都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在这么大
的事件面前，能够用我热爱并擅长的音
乐来做宣传，而且被肯定了，特别高
兴。”栾京桦说，他也深刻感受到在家
里作出的贡献。

歌词口语化、节奏明快、接地气、
动真情的防疫宣传歌曲《在家也是做
贡献》，在朴实和幽默中宣传病毒的危
害性和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从
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信谣、不传
谣，团结一心打赢这场攻坚“战疫”。

歌曲视频在朋友圈晒出后，好评如
潮，相继被浙江之声、小强热线、央视
网、新华社、杭州网、人民日报等媒体转
发，网友纷纷点赞转发，新华社网站视
频播出一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了 35
万。

“这下大家唱着歌就知道该怎么保
护自己和他人了，歌曲也号召大家要团
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栾京桦说，用音
乐传递正能量的这件事他还会继续做
下去。

富阳小哥不简单 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转发点赞

自创自弹自唱《在家也是做贡献》

扫本报官微二维码
观赏弹唱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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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在全国齐心
抗击疫情的时刻，富阳两位“90 后”教
师，用自己的才情，创作了“抗击疫情”
作品——来自富春三桥小学的教师周
璇手绘《疫情日记》漫画，来自富春二小
的教师王静娜仿照《出师表》写下《战疫
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创作10幅连载漫画，展
现富阳人民抗击疫情行动

从正月初一开始到现在，围绕着抗
击疫情主题，富春三桥小学“90后”美术
教师周璇一共创作了 10 幅连载漫画。
她以自己为视角，筛选了一些和疫情防
控相关的重要知识点和抗击疫情的新
闻等内容进行创作。比如在第五幅中，
她介绍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第
七幅中，她画了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情
景；第八幅中，她介绍了自己在家的情
况，并告诉大家，“好好在家待着就是为
国分忧”。

近日，周璇看到了本报官微推出的

《武汉火神山医院板材，由富阳制造！第
一批已送达！》和《够土味！富阳农村这
些防疫“吆喝”火了！》等报道，她以此为
内容创作第十幅漫画“家乡行动”，展现
富阳人民的行动。

“我觉得画这些漫画和我平时上课
备课有相似之处，在选择画面内容的过
程中会考虑一下学生群体和其他读者的
接受度。”周璇在谈到创作过程时说，她
希望通过这些漫画，“能在有限的篇幅里
较为详细地记录疫情状况，引起人们重
视。”此前，在除夕夜，她还创作了一组钟
南山院士的小漫画，并发布在自己的微
博上，在致敬钟院士的同时，也希望“疫
情早点过去，大家都平安”。

仿照千古名篇《出师表》
写下《战疫表》

“愚拟此表，一向全体抗疫人士致
敬，一为我国人众志成城之坚定骄傲。
今主席部署，总理亲临，吾之国人，上下
一心，何愁此战不胜，此疫不平！”1月29

日晚，王静娜仿照千古名篇《出师表》，一
气呵成地写下了展现抗击疫情决心的

《战疫表》。
王静娜是富春二小的一名“90后”教

师，担任三（1）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所
带班级曾获“富阳区优秀班集体”。她立
志做一名有想法的班主任，爱好写作，还
为全班学生写过古诗词期末评语。

“在大家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时候，
一些老百姓还在偏听偏信各种谣言，我
就萌发了写一篇文章、让大家了解疫
情的想法。”王静娜说，大学时，她读的是
汉语言文学专业，接触古文比较多，特别
喜欢《出师表》的磅礴气势，所以她就仿
照《出师表》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借此表
达全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决心。“虽然目前
疫情很严重，但我们都在努力抗击这次
疫情，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能做好的就
是尽量不出门，出门戴好口罩，尽可能地
不给社会添麻烦。”她说。

除了自己写下这篇《战疫表》，王静
娜还鼓励班里学生通过写“红领巾防疫
日记”来记录此次疫情。 《疫情日记》第十幅——“家乡行动”

手绘《疫情日记》漫画、仿照《出师表》写下《战疫表》

富阳两位“90后”教师助力疫情防控宣传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这几天，一笔
笔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善款涌向疫情防
控前线，1月30日，新登镇政府收到了一
笔特殊的捐款——新登镇中学九年级学
生张罗祥积攒6年的12800元压岁钱。

1 月 31 日，记者联系上张罗祥的爸
爸，新登镇昌东村村委会主任张松根。
张松根说，疫情防控工作启动后，村干部
每天都要执勤，包括检查来往人员、车
辆，排查村民出行轨迹等，所以他几乎不
在家。正月初二那天，妻子问他：“儿子
说想参加执勤，还想捐款。”他当时非常惊

讶，当晚9点多执勤回家后找儿子谈话。
“儿子说他因为每天看疫情的新闻，

感到形势严峻，想出一份力。我又问他，
执勤是需要每天早上7 点持续到晚上9
点的，你吃得消吗？他说能。”张松根说，
经过谈话，看得出来儿子确实下了决心，
决定支持孩子。

谈完执勤的事，父子俩又谈到捐
款。张罗祥说网上很多捐款捐物的消
息，他想拿出一部分压岁钱捐给有需要
的人。从他10岁起，父母就“下放”了压
岁钱的处置权，每年的学杂费及日常零

花都是压岁钱开支。他把压岁钱保存在
一个纸箱子里，交由奶奶保管。张松根
说：“他一开始打算捐五六千元，我想既
然要捐就多捐点，试着问他愿不愿意全
部捐出来，他说先去数一数有多少。”父
子俩把纸箱子剪开，一数，一共 13300
元。张罗祥提出留下 500 元“备用金”，
其他如数捐出。

谈话后，张松根把儿子的名字写在
了执勤排班表上。1 月 30 日，他抽空和
妻子陪同儿子把12800元交到新登镇党
委书记俞一波手中，这笔钱将用于该镇

疫情防控所需。
“我路上问他心不心疼，他说不心

疼，还反过来问我心不心疼，这孩子！”张
松根在电话那头笑了。

晚上 8 点半，记者联系上张罗祥本
人，他说：“这几天新闻上看到不少地方
缺医疗物资，我想到压岁钱有得多，就想
捐到急需物资的地方。”从2月1日起，他
如愿正式参加执勤，虽然再也没有懒觉
可睡，他却非常期待这份“临时工”：“我
年纪小，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反正放
假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新登初三学生捐出积攒6年12800元压岁钱
并要求爸爸同意让他也加入到执勤队伍中

本报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江栗峰）
“你们家的笋，我来给你挖，你就安心待
在家里别出来。”新登镇湘溪村网格员程
森对村民程某说。

日前，程某从杭州回来，曾与武汉回
乡人员有过接触，还出现了发热症状，程

森立即上报，并带他去了区第二人民医
院，帮他挂号，后经医生诊断，程某需居
家隔离一段时间。

这期间，正是早笋上市的时节。尽
管今年行情不好，但早笋的价格仍然可
以卖到 8 元每斤。但程某被隔离后，他

家的早笋没人挖了。
得知隔离户的顾虑后，1 月 30 日，

程森和湘溪村党委书记程炳金一起，
拿着锄头挖了一个多小时，把 10 多斤
早笋送到程某家中。“接下去隔一天就
要帮忙挖一次，如果他需要我们帮忙

卖掉，我们会把钱送到他家里。”程森
说。

和程森一样，湘溪村村监委委员王
军平也在帮另一户隔离户挖早笋。1月
31 日这天，他整整挖了 24 斤早笋，送到
了隔离户家中。

“你们家的笋，我来给你挖”
新登镇村干部帮隔离户挖早笋、保收入

本报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许杭琪
盛亚丹）自富阳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以
来，各乡镇（街道）干部日夜奋战在防控
一线，其中，有不少“夫妻档”齐上阵，双
双加入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不能在这场战役里贡献更多，那就
积极参与万市村卡点值守。”万市镇中心
小学教师唐虹菲在朋友圈这样写。唐虹
菲不仅自己主动报名参加卡点值守，也

动员丈夫一起加入。
万市镇罗宅村宣传文化员高雄飞这

几天和村干部一起开展入户排查、卡点
值守等工作，有事暂时离岗时，他妻子立
刻补位，无缝衔接。

在渌渚镇，老家在安徽的汪晓芳夫
妻俩取消回家计划，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作为宣传文化员，这些天，莲桥村
遍布着汪晓芳的足迹。她共发放防疫宣

传资料 300 余份，让每位村民第一时间
了解疫情。她丈夫吴俊波则负责村入口
卡口管控，做好登记、劝导等工作。“有些
过境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登记检查的，也
会和你吵，只能耐心解释。”吴俊波说。

吴俊波和汪晓芳是二胎父母，今年
儿子6岁、女儿14岁，只能由年迈的父母
带着。吴俊波说：“1月30日是晓芳的生
日，那天老婆到家已经晚上9点了，女儿

抱着晓芳，说了声‘祝妈妈生日快乐’。”
许顺龙、马法娣夫妻俩也在六渚村

忙碌着，全村有 421 户农户。作为网格
员，马法娣每家每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六渚村有户农户一家三口居家隔
离，村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守护。许顺
龙这几天都是后半夜才回家。“儿子今年
13岁，我都好几天没看到儿子了，回家时
他都已经睡了。”许顺龙说。

防控一线“夫妻档”齐上阵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张永
华）1月28日上午10点，金关标和搭档
陈有仁各自驾驶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
清运车辆来到大家悦墅小区垃圾集置
点。他们熟练地将垃圾桶放上升降台，
等垃圾全部倒入车厢后，慢慢下降直至
放平，他们再将桶放回原处。

23年了，金关标一直坚守在垃圾清
运工种，从双轮车到半机械化到全机械
化，曾经靠双手锹垃圾，如今轻松了不
少，但不变的是工作时长。城市每天都
在制造生活垃圾，环卫工人一天都不能
离岗，因此23年来他从未休过一个完整
的春节。

春节全员在岗
加强应急保障

去年6月，富阳环卫保洁实现市场
化，金关标从一名环卫所工人成为杭州
安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

设备全是新的，按照垃圾分类工作
的要求，安泰公司投入一千多万元购置
了一批全封闭的垃圾清运车，一种是绿
色车身的易腐垃圾清运车，一种是灰色
车身的其他垃圾清运车。采用这套设
备后，生活垃圾运输途中再也不会发生
抛洒滴漏现象。

安泰公司清运班组组长张国荣说：
“春节期间生活垃圾量会大幅增加，所
以每到春节不但全员在岗，下班后还要
安排10余人应急保障。”也就是说，当人
们春节休假时，100 余名垃圾清运工人
在岗，只为维持干净清洁的生活环境。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改变的不仅是
市民投放垃圾的习惯，而且改变了清运
工人的工作习惯。原先，每天凌晨集中
清运一次后，哪里有满溢再按需清运。
如今，集中清运改成两次，一次在凌晨3
点半开始，一次在上午9点开始，其余时
间再按需清运，工作时间延长了。

垃圾分类全面推行后，市民都关心
一个问题：“老百姓分类了，垃圾清运的
时候有没有分？”张国荣对此有底气：

“我们已经实现了分类清运。”虽然一
开始易腐垃圾桶内混投现象普遍，但是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后，分类质量越来
越高，“之前我们也分类清运了，不过易
腐垃圾里有很多塑料袋、餐巾纸，即便
送到处置点也只能再运回来按照其他
垃圾焚烧处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易腐垃圾就是易腐垃圾，我们可以安
心地直接运送到欢坞岭处置点。”

春节生活垃圾量
比去年有所增加

肺炎疫情注定让今年春节不同寻
常，对金关标、陈有仁们来说亦是如
此。生活垃圾成分复杂，增加了风险，
公司要求他们加强个人防护，必须佩戴
口罩。可如今口罩是紧缺物资，他们只
能重复使用。此外，他们还得加强车辆
清洗、消杀，严格按要求做好疫情防控。

因为疫情，今年春节聚餐减少、餐饮
关门，生活垃圾量是否比往年减少许多
呢？数据与人们的想象有出入，据区环
卫处统计，今年正月初一至初四，每天
的生活垃圾收集量都比去年有所增长，
去年日均698.7吨，今年日均763.7吨，4
天累计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60吨。

而横向比较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四5
天时间的垃圾收集量，峰值位于大年三
十，达到 853 吨，正月初一陡降至 693
吨，之后每日渐增，初四又攀至844吨。

“数据显示，环卫人的工作强度并
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事实上，我们环
卫人一如既往放弃春节假期，全力以赴
奋战在环卫第一线。”区环卫处副处长
张永华说，为了打好疫情防控战，富阳
环卫从 1 月 24 日至 28 日出动 6639 人
次，对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增加每
日清洁消毒频次，累计公厕消杀256座、
果壳箱消杀 1422 只、保洁车消杀 580
辆、绿化带死角消杀51处，增加洗手液
19斤，确保公共区域不留污点，加班加
点做好环卫工作。

今年春节
生活垃圾较去年有所增加

环卫工人全员
奋战在保洁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