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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
“双千”直播活动·富阳严选
还在为挑选六一节礼物发愁吗

一句承诺两份期盼
历经数年未能落地

“富阳严选”推出
“环宇玩具”
专场

江滨社区配套用房和天河富春湾小区业主活动用房何时回？

记者 董剑飞

去年，富春街道江滨社区“大
党委”组团在全区社区党建引领
高水平社会治理大比武中荣膺最
佳案例。可这样的社区，也有它
多年难解的“心结”——位于天河
路上的“天河会所”曾承诺提供的
社区配套用房迟迟没有落地。眼
看着过了一年又一年，江滨社区
还没等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作为
派驻江滨社区的小助理，我想把
这事理理顺。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徐英）眼看
着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却还没给家中的宝
宝买到心仪的玩具？别急，今天“富阳严选”
帮各位爸爸妈妈们推出“环宇玩具”专场，不
仅有主打产品——音乐木马，还有宝宝学步
车、儿童桌椅、书报架等。富阳市民可以领取
专属福利，
优惠力度堪比“618”
和“双十一”。
杭州环宇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外向
型集团企业，创立于 1991 年。业务范围涉及
毛绒玩具、木制玩具等生产与进出口贸易，拥
有自主品牌“咪蜜儿”
“ 哈喜屋”等，近年来平
均年出口玩具千万个，产品远销美国、英国、
法国、日本、瑞典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前段时间，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外
贸行业遇到困境，环宇玩具外贸出口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冲击，美国、欧洲客户陆续取消或
推迟订单。庆幸的是，最近不少国家解除外
贸限制，加之近年来环宇开拓电商渠道，积极
挖掘国内市场，企业生产形势逐步步入正轨，
生产订单已安排至下半年，
全员满负荷生产。
为了回馈广大富阳市民对于环宇的支
持，环宇现拿出多款产品加入“富阳严选”，活
动优惠力度空前。
感兴趣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扫描右边的二
维码入群，
咨询购买。
优惠措施：通过“阿里旺旺”联系在线客
服发送“富阳严选”口令即可领取 50 元优惠
券。优惠截止日期：
2020 年 5 月 31 日。

本报记者(右)在江滨社区当助理

产品介绍
摇马：环宇主打产品，拥有多项国家专
利，采用纯实木结构，安全可靠；重心稳、承重
力大，甚至可承受成年人重量。内置多首儿
童早教歌曲，
部分产品可通过手机蓝牙连接。
消防和警车推车：这款推车可根据配重
调节速度，防侧翻。除了学步功能，同样是宝
宝的储物箱，可以收纳玩具。有符合国际和
国内的检测报告，
安全放心。
狐狸书报架：动物卡通外观设计，充满童

社区的苦恼：
说好的配套用房啥时交付？
江滨社区面积 0.45 平方公里，社
区 居 住 规 模 1557 户 、人 口 5008 人 。
社区由天河富春湾、春江花园、天河
花苑、山水华庭、春江花月五个封闭
式物业小区组成。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相对平稳，江
滨社区又回归到过去的“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模式，忙着处
理居民间的各种家长里短、迎接上级
部门的各项检查、解决多年没有破解
的难题等等。社区党委书记陆丽霞
笑着告诉我：多亏了社区“大党委”
制，社区较多难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就连一直困扰春江花月的房屋漏水
问题也在协调当中。不过有件事他
们一直没弄明白：
“天河会所”承诺的

社区配套用房，什么时候能够交付？
如果不能交付，是什么缘故？
据介绍，江滨社区现有办公用房
400 平方米，位于春江花园临江侧商
业用房，由富春街道出面租赁。社区
的配套用房位于一路之隔的“天河会
所”二楼，面积约有 200 多平方米。考
虑到此处居民来往方便，社区原计划
将配套用房改建成党群服务中心和
社区活动场所。可现如今，社区看着
“天河会所”从规划到建成，也参与了
竣工规划确认面积。然而一晃三年
多过去，说好的配套场地却迟迟没有
落地。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
弄弄明白，若是居民问起来，我们也
能有个答复。
”

护士节系列报道·致敬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天河会所

业委会的烦心事：室内活动场地能装修了吗？
有着相同烦恼的还有天河富春
湾小区的业委会。我找到了业委会
负责人，他忍不住向我诉苦：天河富
春湾这么大个小区，业委会想开个
会、业主们想打个乒乓都无处可去。
该负责人说，天河富春湾小区建
成较早，一期大约建成于 2000 年，二
期略晚几年。现有住户 600 余户、老
年人比较多。小区环境很好，也有室
外活动场地，但却没有一般小区的业
主活动场所。
“入住早的居民说，当时
买房时，规划中是有业主活动用房
的。”随着“天河会所”的兴建，居民们
满心期盼，以为很快承诺的业主活动

场所就能用了。可没想到等了多年，
还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
“业委会办公室在一栋住宅楼的
地下室，非常潮湿，也无人打理，我们
开会都是借社区的会议室。”这名负
责人说，业委会没有专门的开会场地
还是小事，业主们的活动用房落不了
地却着实让人难受：室外虽然通气，
但是要是雨雪天气，业主想聚聚或活
动下就找不到地方了。
因迟迟等不到答复，业委会准备
先行进场装修，在天河会所布置乒乓
球室等活动场地，解决居民活动的迫
切需求。
“这么空着实在太浪费了。”
社区配套用房

会所产权证未办，房产公司建议暂缓装修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实
地走访了这幢大楼。
站在春江花园的绿化带附近看，
“天河会所”虽然已建成多年，但大面
积的玻璃幕墙让这幢楼显得十分大
气。我数了下，从外观看应是幢六层
建筑。门前空地现在已经成了临时
停车场，临主路的门都上了锁。
社区工作人员打开了一扇小门
的锁，我走进去一看：因长年无人进
出，地上积有厚厚的灰尘，一扇玻璃
门已经破裂。再往深处看，一楼临街
部分是挑空的，有两个大厅。靠近小

区一侧，也有一处比较大的空间，堆
有大量无主自行车。沿靠近小区的
楼梯可以上去，目前都是闲置状态。
为什么“天河会所”建成多年没
有交付使用，到底卡在了哪个环节？
我咨询了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
局，了解到“天河会所”全名应为“天
河富春湾会所”，属于浙江省天河房
地产联合发展公司。项目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2017 年 1 月
10 日通过竣工规划确认。因项目用
地存在抵押、查封等问题，所以无法
办理后续手续。

趣。专属收纳层，展示、囤书各有空间。平整
的打磨，
倒角圆滑，
手感光滑。
狐狸桌椅套装：木质结构，采用圆角设
计 ，不 伤 地 板 ，触 感 舒
适。采用儿童专用环保
水性漆，无甲醛无有害物
质，符合欧盟检测要求，
有国际检测认证报告，适
合 2 岁以上宝宝。

天河房产办公场地在杭州，我又
辗转联系上了一位负责人张先生。
就天河会所的现状，张先生称，目前
没有办法解决，但企业一直在努力当
中。
“ 我们也非常急，房子闲置在那
里，每天都是损失。”对于社区配套用
房和小区业主活动场地，张先生说，
确有此事，其中社区用房 200 多平方
米 、业 主 活 动 用 房 也 有 200 多 平 方
米。考虑到目前会所仍处于“无证状
态”，他建议业委会暂缓装修，如果先
行装修今后可能面临法律纠纷，产生
不必要的损失。

富阳中医骨伤医院章明涛

作为一名男护士 哪里缺人补哪里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董飞华）男
护士是医院的“稀缺品”，特别“抢手”。章明
涛就是一名男护士，当护士 6 年，换了 3 个岗
位，从手足外科到重症监护室再到手术室，工
作任务越来越重。而疫情发生后，他的岗位
更换更为频繁，3 个多月时间又换了 4 次。章
明涛分析原因，
“是男护士，又是党员，又未成
家，
当然会是哪里缺人补哪里”。
章明涛觉得男护士很少，而像手术室、重
症监护室等科室又很需要男护士，所以在择
业时选择了护士职业。进入富阳中医骨伤医
院后，他在手足外科待了 2 年，在重症监护室
待了 3 年，在手术室也已待了 1 年多。每个岗
位都能让章明涛认识到工作的意义：救人性
命、缓解病痛。
富阳中医骨伤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基本是
收治 80 岁以上的术后老人。章明涛说，2018
年的一个白班，有位 80 多岁的老人术后转入
重症监护室，没多久就发生了窒息情况。
“当
时是我看护他。”章明涛立即给老人上呼吸皮
囊，打开气道，经团队抢救，老人生命体征渐
渐趋于平稳，
“那是第一次凭自己与团队的力
量把人救回来”
。
百岁老人羊珍娥给章明涛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章明涛说，第一次老人左腿摔伤，他在
重症监护室；第二次老人右腿摔伤，他在手术
室。每一次手术后，老人都成功站了起来，这
其中也有章明涛的一份“功劳”。
“老人出院前
还送了我一本她百岁生日时的纪念册。”
2 月 1 日，章明涛被调到 120 站点工作了
14 天。接着，他又被安排到高速卡口给来往
人员测体温，现在回想起来，他只觉得那时
“好冷”。后来，他参与了医院驻企健康指导
活动，21 天时间指导东洲 24 家规上企业做好
复工复产准备，
一天至少跑一家企业。

区新冠病毒检测综合服务点采集咽拭子
是他最近调整的最后一个岗位，也是任务最
艰巨的一个。这份工作从 4 月 27 日开始，正
是气温快速上升的时候。那时，咽拭子采集
一天分为两班，工作时间以 12 小时计算，章明
涛吃住都在服务点。章明涛说，穿着防护服，
站在室外采集，两分钟全身就湿透，就像在蒸
桑拿。为了节约防护服，章明涛最久一次坚
持 6 个小时不喝水，当脱下防护服时整个人
好像虚脱了。
“ 每天吃饭都没有胃口，只好去
买了几瓶老干妈下饭。
”
章明涛每天都得检查 30 多人，内心也会
有一丝紧张。
“ 当初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
是选择与危险同行。”但实际工作中还是会发
生一些超出他预料的事。有一晚，给一名中
年男子采集咽拭子，结果男子一下子将刚吃
下的晚饭吐了出来，直接喷在了章明涛的防
护服上。章明涛倒是很淡定地清理防护服，
用酒精消毒，
然后继续工作。
事后，章明涛说，不是自己故作镇定，而
是后面好几个人排队等着，没有时间想其他
的，
只是想把工作快点做好。

